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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委办发〔2021〕9 号

中共上海市普陀区委办公室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印发《2021 年普陀区为民办实事项目》的通知

各部、委、办、局，法院、检察院，各街道、镇，各人民团体：

《2021 年普陀区为民办实事项目》已经区委、区人民政府

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中共上海市普陀区委办公室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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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普陀区为民办实事项目

一、新增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 2 家；新增社区老年助餐场

所 12 个；新增养老床位 500 张；完成 100 张认知症障碍照护床

位改造。

二、全面开展公办小学学生校内课后服务；在全区范围内开

办 26 个小学生爱心暑托班；新增 7 个普惠性托育点；为全区所

有符合条件的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监护缺失或不当的儿童提供家

庭监护支持服务。

三、完成 500 个公共充电桩建设；完成 1 个出租车充电示范

站建设；推进 1 个共享充电桩示范小区创建；为我区老旧小区既

有的 12 个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场所加装消防设施。

四、加快推进 28 个早餐工程示范点建设。

五、帮助 430 名长期失业青年实现就业创业；完成企业新型

学徒制培训 500 人。

六、建设示范性社区康复中心 2 家；实现覆盖全区 15 年及

以上梯龄的老旧住宅电梯维保质量监测。

七、新增出租车候客站点建设项目 15 个。

八、新建 1 个地区公园；完成梅川路（真北路——桃浦河）

道路积水改善工程；打造 5 条精品示范路；新建绿道 6 公里。

九、新建、改建 5 条市民健身步道；新建、改建 15 个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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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智健身苑点；新建 1 片市民多功能运动场。

十、开展 1 万人次长者智能技术运用能力提升行动；为全区

3000 名有需求的残疾人开展品质型健康体检服务。

附件：2021年普陀区为民办实事项目进度及负责部门、责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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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1 年普陀区为民办实事

项目进度及负责部门、责任人

一、新增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 2 家；新增社区老年助餐场

所 12 个；新增养老床位 500 张；完成 100 张认知症障碍照护床

位改造

新增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 2 家。实施进度：第一季度，完

成项目申报；第二季度，项目开工建设；第三季度，项目全面完

工。该项目由区民政局负责，曹杨街道、石泉街道配合。其中，

区民政局负责人为局长刘义海，曹杨街道负责人为主任殷路群，

石泉街道负责人为主任何家骥。

新增社区老年助餐场所 12 个。实施进度：第一季度，完成

项目申报；第二季度，项目开工建设；第三季度，项目全面完工。

该项目由区民政局负责，相关街道、镇配合。其中，区民政局负

责人为局长刘义海，相关街道、镇负责人为主任、镇长。

新增养老床位 500 张（A11-7 养老院建设）。实施进度：第

一季度，地下结构施工；第二季度，主体结构建设；第三季度，

主体结构建设，结构封顶；第四季度，已完成。该项目由区民政

局负责，负责人为区民政局局长刘义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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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 100 张认知症障碍照护床位改造。实施进度：第一季度，

选定进行改建机构，启动改建项目；第二季度，完成设计方案；

第三季度，装修改造，完成改造；第四季度，已完成。该项目由

区民政局负责，负责人为区民政局局长刘义海。

二、全面开展公办小学学生校内课后服务；在全区范围内开

办 26 个小学生爱心暑托班；新增 7 个普惠性托育点；为全区所

有符合条件的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监护缺失或不当的儿童提供家

庭监护支持服务

全面开展公办小学学生校内课后服务，区内所有公办学校开

展校内课后服务。实施进度：第一季度，召开校内课后服务工作

会议，部署校内课后服务工作；第二季度，走访调研校内课后服

务工作开展情况；第三季度，总结交流校内课后服务工作优秀经

验和做法；第四季度，总结 2021 年度校内课后服务工作情况。

该项目由区教育局负责，负责人为区教育局局长胡俊。

在全区范围内开办 26 个小学生爱心暑托班。实施进度：第

二季度，启动阶段，招募、培训辅导人员和志愿者，设计活动内

容，安排活动资源，统一工作流程和宣传标识，召开工作推进会，

招生阶段，落实办班资源，面向社会公布招生简章，接受全区小

学生主动报名，设立咨询热线，及时反馈信息，6 月下旬启动报

名工作；第三季度，运行阶段，提供暑托服务、开展暑托活动，

加强过程管理，保证暑托班安全、有序运行。该项目由团区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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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教育局负责。其中，团区委负责人为书记杨莉萍，区教育局负

责人为局长胡俊。

新增 7 个普惠性托育点。实施进度：第一季度，完成设点布

局，需求摸底；第二季度，发布托班招生计划，完成招生报名；

第三季度，进行托班设施设备改造，托班新生入园。该项目由区

教育局、区妇联负责。其中，区教育局负责人为局长胡俊，区妇

联负责人为主席陈静。

为全区所有符合条件的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监护缺失或不当

的儿童提供家庭监护支持服务。实施进度：第一季度，确定服务

对象及承接服务的社会组织，启动项目；第二、三季度，开展入

户走访和日常关爱；第四季度，持续推进项目开展，完成年度目

标。该项目由区民政局负责，相关街道、镇配合。其中，区民政

局负责人为局长刘义海，相关街道、镇负责人为主任、镇长。

三、完成 500 个公共充电桩建设；完成 1 个出租车充电示范

站建设；推进 1 个共享充电桩示范小区创建；为我区老旧小区既

有的 12 个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场所加装消防设施

完成 500 个公共充电桩建设。实施进度：第一季度，完成指

标 10%；第二季度，完成 50%；第三季度，完成 80%；第四季度，

完成 100%。该项目由区建管委负责，负责人为区建管委主任王

庆滨。

完成 1 个出租车充电示范站建设。实施进度：第一季度，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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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充电设施运营企业确定示范站方案；第二季度，示范站实施施

工安装；第三季度，示范站设备调试上线；第四季度，联合区发

改委完成验收。该项目由区建管委负责，区发改委配合。其中，

区建管委负责人为主任王庆滨，区发改委负责人为主任顾建中。

推进 1 个共享充电桩示范小区创建。实施进度：第一季度，

组织开展 2021 年度共享充电桩示范小区申报工作，上报市发改

委 2021 年度共享充电桩示范小区建设计划；第二季度，根据市

发改委下达的共享充电桩示范小区建设工作计划，充电设施运营

企业开展前期现场踏勘，制定充电桩安装建设计划；第三季度，

充电设施运营企业完成设计、施工、监理、桩体采购招标，开展

入场施工、桩体安装、设备调试；第四季度，完成 2021 年充电

桩示范小区竣工验收。该项目由区发改委负责，区房管局和相关

街道、镇配合。其中，区发改委负责人为主任顾建中，区房管局

负责人为局长张军，相关街道、镇负责人为主任、镇长。

为我区老旧小区既有的 12 个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场所加装

消防设施。实施进度：第一季度，完成选址，制订下发工作方案

和技术标准；第二季度，向市上报实施方案，完成设计、采购、

施工招投标工作，全面启动增配、更新、改造工程；第三季度，

全部完成；第四季度，开展项目验收。该项目由区消防救援支队

负责，区房管局配合。其中，区消防救援支队负责人为支队长索

华伟，区房管局负责人为局长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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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快推进 28 个早餐工程示范点建设

加快推进 28 个早餐工程示范点建设，推进早餐网点布局优

化完善。实施进度：第一季度，开展工作准备、分解工作目标，

推进选址对接、沟通协调；第二季度，推进早餐工程示范点建设；

第三季度，完成早餐工程示范点建设。该项目由区商务委负责，

相关街道、镇配合。其中，区商务委负责人为主任李刚，相关街

道、镇负责人为主任、镇长。

五、帮助 430 名长期失业青年实现就业创业；完成企业新型

学徒制培训 500 人

帮助 430 名长期失业青年实现就业创业。实施进度：第一季

度，完成指标的 20%；第二季度，完成指标的 60%；第三季度，

完成指标的 100%；第四季度，力争超额完成，总结评估。该项

目由区人社局负责，相关街道、镇配合。其中，区人社局负责人

为局长王永俊，相关街道、镇负责人为主任、镇长。

完成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 500 人。实施进度：第一季度，完

成指标的 20%；第二季度，完成指标的 60%；第三季度，完成指

标的 100%；第四季度，力争超额完成，总结评估。该项目由区

人社局负责，负责人为区人社局局长王永俊。

六、建设示范性社区康复中心 2 家；实现覆盖全区 15 年及

以上梯龄的老旧住宅电梯维保质量监测

建设示范性社区康复中心 2 家。实施进度：第一季度，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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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摸，明确点位；第二季度，推进 2 家示范性社区康复中心创建；

第三季度，组织迎接项目验收；第四季度，宣传和引导有需求的

居民体验康复服务。该项目由区卫生健康委负责，负责人为区卫

生健康委主任邓海巨。

实现覆盖全区 15 年及以上梯龄的老旧住宅电梯维保质量监

测（3343 台）。实施进度：第一季度，制定 2021 年维保质量监

测方案，启动采购招标；第二季度，完成采购招投标，完成 40%

监测量；第三季度，完成 80%监测量；第四季度：10 月底前，完

成 100%监测量并形成总结报告。该项目由区市场监管局负责，

负责人为区市场监管局局长虞亚光。

七、新增出租车候客站点建设项目 15 个

新增出租车候客站点建设项目 15 个。实施进度：第一季度，

排摸点位；第二季度，完成招标；第三季度，完成出租车候客站

点建设 15 个。该项目由区建管委负责，区公安分局配合。其中，

区建管委负责人为主任王庆滨，区公安分局负责人为副局长阮冬

弟。

八、新建 1 个地区公园；完成梅川路（真北路——桃浦河）

道路积水改善工程；打造 5 条精品示范路；新建绿道 6 公里

新建 1 个地区公园。实施进度：第一季度，完成施工图设计

和施工前期准备工作；第二季度，完成施工；第三季度，投入使

用，试运营；第四季度，丰富活动项目，完善运营模式。该项目



— 10 —

由曹杨街道负责，区建管委、区教育局、区生态环境局、区城投

公司、商业集团配合。其中，曹杨街道负责人为主任殷路群，区

建管委负责人为主任王庆滨，区教育局负责人为局长胡俊，区生

态环境局负责人为局长黄昌发，区城投公司负责人为董事长赵永

生，商业集团负责人为总经理田军。

完成梅川路（真北路——桃浦河）道路积水改善工程。实施

进度：第一季度，完成施工招标，开工建设；第二季度，现场施

工；第三季度，完成现场施工。该项目由区建管委负责，区公安

分局配合。其中，区建管委负责人为主任王庆滨，区公安分局负

责人为副局长阮冬弟。

打造 5 条精品示范路（3 条不含架空线入地工程道路和 2 条

含架空线入地工程道路）。不含架空线入地工程道路实施进度：

第一季度，按市级工作部署，排查调研，选取创建路段；第二季

度，完成申报，制订创建计划，启动创建工作；第三季度，落实

推进，按计划实施工程性等综合整治措施，完成创建主要任务；

第四季度，全面完成，申请市级验收，做好迎检工作。含架空线

入地工程道路实施进度：第一季度，工程施工；第二季度，工程

施工；第三季度，完成创建；第四季度，完成验收、完善。该项

目由区建管委负责，区绿化市容局和相关街道、镇配合。其中，

区建管委负责人为主任王庆滨，区绿化市容局负责人为局长刘古

亮，相关街道、镇负责人为主任、镇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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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绿道 6 公里。实施进度：第一季度，绿道完成设计方案；

第二季度，绿道开工建设, 完成 3 公里绿道；第三季度，完成绿

道 6 公里。该项目由区绿化市容局负责，负责人为区绿化市容局

局长刘古亮。

九、新建、改建 5 条市民健身步道；新建、改建 15 个市民

益智健身苑点；新建 1 片市民多功能运动场

新建、改建 5 条市民健身步道。实施进度：第一季度，实地

查看选址情况；第二季度，完成招标；第三季度，完成施工；第

四季度，验收后对外开放。该项目由区体育局负责，区房管局、

区绿化市容局和相关街道、镇配合。其中，区体育局负责人为局

长顾薇玲，区房管局负责人为局长张军，区绿化市容局负责人为

局长刘古亮，相关街道、镇负责人为主任、镇长。

新建、改建 15 个市民益智健身苑点。实施进度：第一季度，

实地查看选址情况；第二季度，完成招标；第三季度，完成施工；

第四季度，验收后对外开放。该项目由区体育局负责，相关街道、

镇配合。其中，区体育局负责人为局长顾薇玲，相关街道、镇负

责人为主任、镇长。

新建 1 片市民多功能运动场。实施进度：第一季度，实地查

看选址情况；第二季度，完成招标；第三季度，完成施工；第四

季度，验收后对外开放。该项目由区体育局负责，相关街道、镇

配合。其中，区体育局负责人为局长顾薇玲，相关街道、镇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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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主任、镇长。

十、开展 1 万人次长者智能技术运用能力提升行动；为全区

3000 名有需求的残疾人开展品质型健康体检服务

开展 1 万人次长者智能技术运用能力提升行动。实施进度：

第一季度，排摸梳理服务对象、培训内容，启动项目；第二季度，

开展项目，做好项目在相关街镇落地实施；第三季度，推进项目，

加强项目指导，完成项目目标；第四季度，继续常态化开展培训

及帮办服务。该项目由区民政局负责，相关街道、镇配合。其中，

区民政局负责人为局长刘义海，相关街道、镇负责人为主任、镇

长。

为全区 3000 名有需求的残疾人开展品质型健康体检服务。

实施进度：第一季度，完成需求调查，与医院协商体检日期；第

二季度，完成 1000 名；第三季度，完成 2000 名；第四季度，完

成目标。该项目由区残联负责，相关街道、镇配合。其中，区残

联负责人为理事长谷裕冬，相关街道、镇负责人为主任、镇长。

中共上海市普陀区委办公室 2021 年 2 月 23 日印发

（共印 165 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