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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动居民区凝聚力创造力 仅一月余破解棘手难题

金杨：人心顺了电梯加装就快了
■见习记者 沈馨艺 记者 章磊
不久前，
金杨新村街道罗山一村12号楼
居民代表、
业委会主任与憬焕置业电梯代表
聚在居民区
“家门口”
服务站，
三方签字完成
了楼组加装电梯工程的签约工作。目前，
该
项目已被浦东新区建交委批准立项。居民
意向协调工作用时 25 天，筹资用时 7 天，这
个由业主主动申请，
经居民自治达成一致意
见，
并成功签订工程合同的加装电梯项目一
路
“通关”
，
跑出了金杨
“加速度”
。

多方协同初
“破冰”
“小区里 60 周岁以上老年人口占居民
总数的 24.5%，其中，还有不少失能、半失
能老年人。”罗山一村居民区党总支相关负
责人介绍，在前期调研中发现，社区部分居
民对加装电梯的呼声很高。
加装电梯的需求迫切，但在“想装”与
“能装成”之间，还横亘着一道较难跨越的
坎，这个坎就是意见统一关。为此，居民区
党总支发挥党建引领作用，通过各类活动
进行多层次、广覆盖的宣传，并鼓励有意愿
的党员、志愿者、自治骨干积极参与，开展
电梯加装动员工作。
居民吴阿姨是 12 号楼的楼组长，之前
多次参与居民区的志愿者活动，群众威望
高，在多方动员下，她担任起了楼组加装电
梯项目的发起人。吴阿姨与热心居民挨家
挨户上门，为居民设身处地分析加装电梯
的好处。
此外，小区业委会对小区安装电梯及
周边配套设施事宜进行征询，而居民区党
总支也与街道项目办取得联系，搭建平台，
引入加装电梯公司实时为居民提供咨询。
经过多方协作，仅用了 2 周时间，12 号
楼的所有业主全部签字同意，并在加装电
梯协议上签字，加装电梯难题初步
“破冰”
。

巧用
“三会”
消顾虑
虽然对加装电梯表示支持，但仍有部
分居民对加装电梯后的采光、通风、噪音、
后期维护等问题有所顾虑。为引导居民合

理表达诉求，罗山一村居民区党总支召开
“听证会”，邀请街道项目办、机关联络员、
电梯公司代表、业主代表及 10 多名社区党
员共同参与。会上，电梯公司代表对业主
们的各种顾虑和疑问一一作了解答。对于
电梯加装后减少停车位空间的问题，社区
党员们也积极帮助楼组居民出点子、想办
法。
会后，业主代表和社区党员一同前往
电梯公司，了解电梯主要安全部件工作原
理、电梯维保中的注意事项等。此外，
他们
还前往东明路街道红枫苑小区现场乘坐电
梯，体验加装电梯后带来的便利。
这样一来，业主代表更加坚定了加装
电梯的决心，低层住户也打消了对采光、噪
音的顾虑。

自治破
“资金筹集难”
居民的顾虑消除了，可资金筹集又成
了加装电梯的一道坎。居民区党总支多次
与楼组长吴阿姨沟通，决定通过居民自治
力量来攻克这个难题。
通过会议沟通、
上门走访等手段，
12 号
楼的业主们最终达成一致的资金分摊意见：
一楼、二楼不出钱，
其余住户按照楼层高低
分摊费用。资金分摊方案确定，
但在筹集资
金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
“小插曲”
：
有住户
同意安装电梯及资金分摊方案，
但对是否交
钱还犹豫不决；
有的住户对资金安全性存在
担忧，提出邀请第三方见证；
有住户对需先
行垫付资金表示不理解……
作为楼组长，
吴阿姨率先垂范，
对还在
犹豫的住户表示，
自己愿意先行垫付，
可以
等住户手头宽裕再予以返还。她还与热心
居民一起向住户详细解读政策，逐步打消
他们的顾虑。人性化的工作，将心比心的
态度，打动了原本还在犹豫的住户，
他们纷
纷交付资金，棘手的问题迎刃而解。一周
后，罗山一村 12 号楼加装电梯项目资金全
部筹集到位。
罗山一村居民区党总支相关负责人表
示，
“12 号楼的故事不会是个例，我们将以
点带面，发挥居民区活力、凝聚力和创造
力，让社区生活更美好。”

党组织成为助推手“三人组”
发挥光与热

南码头老小区加装电梯首获成功
■本报记者 赵天予 通讯员 张婴婷
何品言
“再也不用爬楼梯了，
而且电梯入户的
廊桥可以改造成小饭厅。”居住在南码头路
街道铭城园小区 2 号楼 601 室的万老伯说。
历经 4 年的努力，
近日，
该楼安装电梯工程，
进行了第一次验收整改，
并有望于今年下半
年交付使用。这也将是南码头路街道辖区
内，
首个老小区安装电梯的成功案例。

在向前推进。低层居民做出让步，专业人
员进行分摊测算，
最终
“电梯造价按实际得
益及使用率，由 3 至 7 楼分梯度分摊，延伸
廊桥可使用面积费用由所有得益住户均
摊”的方案得到一致认可，
“电梯梦”的实现
越来越近了。

党建引领推动项目落地

2016 年，铭城园 2 号楼安装电梯一事
进入了审批流程，
“三人组”开始了漫漫
“敲
章路”。
“ 审批手续该怎么办、需要哪些材
安装电梯获全部业主同意
料？这些问题不单单是业委会，对于政府
位于浦三路 28 弄的铭城园是一个老
部门来说也是在摸着石头过河。”握着新区
式商品房小区，隶属于临沂二村居民区，小
建交委、设计院、规土局、质监局、财政局等
区内共有 5 栋 7 层居民楼、67 户人家，于
十多个部门的审批文件，
张志良感慨万千。
2001 年竣工。由于管理成本等因素，当时
其中，令
“三人组”印象最深的，
莫过于
小区没有安装电梯。近 20 年过去了，当初
去新区档案局调阅楼房地基图纸。由于无
入住时年富力强的居民，也纷纷踏入老年
法联系到当年的开发商，楼房地基图纸只
人的行列，小区内 60%以上的家庭中有老
能去档案馆调阅，但是业委会没有权限调
年人，大家对于安装电梯的呼声很高。
阅，最终在南码头路街道办事处的出面协
2015 年 10 月，小区业委会就安装电梯
调下，图纸才顺利拿到手。
一事进行意见征集：67 户业主全部同意安
“没有居民区与街道的支持，
这件民生
装电梯。这一众望所归的工程立即进入正
大事，是办不下来的。”张志良说。临沂二
轨，业委会综合各方因素，最终挑选了 2 号
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倪萍全程参与项目，
楼，开展先行先试。
她也颇有心得：
“党组织成为一个强有力地
令大家没料到的是，
具体实施时遇到的
推手，以居民自治意愿为前提，
潜移默化的
问题，
还是带来了不少分歧。
“工程费用如何
发挥推动作用，充分体现了党建引领结合
分摊？底层业主的采光是否会被遮挡？电
居民自治管理的特色。”
梯入户廊桥面积如何规范？一个个问题接
去年 5 月 16 日，对于铭城园，乃至整个
踵而来。
”
小区业委会主任张志良回忆道。
南码头路街道渴望电梯的业主而言，都是
于是，张志良和业委会副主任郁鸿胜、 值得庆祝的日子——历经三年奔波，铭城
业委会委员丁志祥组成小组，专门处理安
园 2 号楼安装电梯项目拿到了建设许可
装电梯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他们被业
证。同年 7 月 15 日，
项目正式动工。
主们亲切地称为
“三人组”
。
“小区没有物业
就在上个月，该项目进行了第一次验
公司，采用的是
‘居民自治管理’，
所有事宜
收，验收方就消防安全提出更高的要求。
都要我们操办，到今天为了电梯开的会，已 “三人组”组织业主又忙碌起来，开会讨论
经数不清了。”张志良说。
解决方案。
“成功已经指日可待，这也将成
好在大家的目的是一致的——出门再
为一针‘强心剂’，为其他楼栋的工程做好
也不用爬楼梯，电梯工程的筹备进度一直
榜样。”张志良说。

美丽浦兴
“闻得见花香”
初夏时节，漫步在浦兴路街道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一簇簇盛开的月季，淡淡的花香扑面而来。在园林社区创建中，种下的多
个品种的月季如今长势喜人，公园、小区的围墙上，各色花朵密集开放。
“看得见绿林、听得见水声、闻得见花香、记得住温情”的浦兴
画卷正在一点点变为现实。
图为博兴路两旁围墙上花朵密集开放。
□徐网林 李亚君 摄影报道

居民的“需”
和小区的
“供”
精准对接

沪东：旧车棚焕发新活力
本报讯 （记者 陈烁）长期没有被
充分利用的停车棚如今成了
“香饽饽”，
“霸占”楼道空间的非机动车顺利被转
移。近期，
沪东新村街道的沪一居民区
党总支，联合业委会和物业，使旧车棚
焕发新活力，
解决了楼道停车这个老大
难问题。
沪一小区是建造于上世纪 50 年代
的老小区。小区内长期存在着非机动
车停放在楼道里的现象。此前，
为解决
这一问题，
小区里专门建了一排非机动
车棚。但车棚在短暂发挥作用后，
因缺
乏管理，车辆停放无序，还被部分居民
用来堆放杂物。
在大调研过程中，
居民们向居民区
党总支反映了这一问题，
希望能充分利
用停车棚，解决居民非机动车停放问
题，
同时减少小区安全隐患。
了解到居民反映的情况后，
沪一居
民区党总支开始着手解决这一问题。

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史晨蕾介绍，
首先党
总支充分发挥
“领头羊”作用，
发动居委
会、业委会和物业，
通过实地探勘、研判
后发现，主要就是因为缺乏管理，车棚
内有僵尸车、乱堆杂物等，空间被闲置
浪费，
有需求的居民却停不进去。
为一揽子解决车棚存在的废旧闲
置车辆占用车位、堆放杂物、安全措施
缺失等问题，居委会率先发动社区党
员、楼组长通过集中宣讲、上门告知的
方式，
请居民自觉清理。业委会排摸需
求，对要停放在车棚的非机动车，建立
电子档案数据库。物业则一方面清理
杂物和维修改造，
另一方面对车棚和车
位进行编号，
建立
“一号一位”
。
最终，
精准匹配居民的
“需”和小区
的
“供”，将车主需求与车位使用一一对
应，实现“一车一牌一位”，解决了这一
小区顽症。如今，
沪一小区车棚里车辆
排放整齐，
楼道里也通畅许多。

周家渡：
服务群众用活
“三张清单”
酝酿精细化党建服务项目形成制度化
本报讯 （记者 赵天予）结合
“家门
资改造空地的环境及功能，建造一个
口”服务提质增能工作，近日周家渡街 “潮汐式”停车场，供教师与居民使用，
道各居民区党总支开展党建“三张清
成功减缓了小区停车压力。
单”走访排摸工作。通过对辖区内机
而在昌五小区，
居民提出了各种需
关、事业单位、大中型民企乃至街边门
求，
均通过
“三张清单”得到满足。年轻
面店开展全覆盖排摸，
党组织掌握了单
人喜欢烘焙，
居民区引入慈爱公益服务
位需求、单位资源及单位具体信息等， 社，以拥有相应技能的居民为组长，孵
从而可以精细化梳理资源，
酝酿党建项
化了
“乐居巧主妇手工坊”项目；
老年人
目来服务社区居民。
感到理发较贵，
居民区与辖区京世理发
雪野二村是一个混合型老旧小区， 店对接，提供了每天 5 名 60 岁以上老人
停车难的问题显得尤其突出。在大调
免费理发的服务。此外，居民在法律、
研中，
居民集中反映了洪山路与雪野路
健康、阅读等方面的需求，
也通过
“三张
交汇处，
有一块长期无人管理空地的问
清单”支持的资源对接，
一一得到满足。
题。这块空地已经成了一个免费的停
“通过问需求、摸资源、送服务，我
车场，雪野二村居民、周边单位协和双
们希望能够搭建一个社区党建联建大
语学校的教师，
以及部分社会车辆长期
平台，
整合多方资源，
实现互赢共利，
提
在此停车。但由于缺少管理与规划，
这
高社区精细化治理水平。”周家渡街道
里存在车辆乱停、杂草丛生等现象。
相关负责人表示，
“三张清单”走访排摸
在此次
“三张清单”走访排摸中，
雪
工作真正做到活动制度化、制度机制
野二村居民区党总支与协和双语学校
化、机制项目化、项目品牌化、品牌社会
进行沟通，
共同商议解决空地的管理问
化，
从而有效推进党组织更好地服务党
题。鉴于双方共同意愿，
最终由学校出
员群众需求。

航头吹
“清风”
遏制夏季顽症
本报讯 （记者 须双双 通讯员 陈
洁）近日，航头镇“清风”整治行动打响，
对果蔬摊点、烧烤摊、小龙虾店等正在
“萌芽”的夏季顽症进行了集中整治。
随着夏季来临，夜排挡、烧烤摊等
又开始亮相街头，但一些违法违规餐
饮摊位的存在也带来油烟、污水违规
排放、食品安全、噪声扰民等问题，为
提升航头整体环境质量，结合年度“清
风整治”行动计划，针对夏季高发易发
的市容环境秩序及环境污染等问题，
航头镇城运办牵头城管中队、派出所、
市场监督等力量集中执法，全面开展
整治。
此次行动共计出动人数 50 名，各
类执法保障车辆 8 辆，对辖区内 12 条重
点道路、商业街、5 个小区周边进行集中
整治，共暂扣电动三轮车 8 辆、烧烤炉灶
12 个、不锈钢桌柜 5 个、塑料桌椅若干，
教育劝导 15 人次。
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行动对流动
性违法行为的快查即处，大大提高了
“见管率”。接下来，
“ 清风”还将持续
吹，提升夏季市容环境的常态长效，保
证居民的
“清爽一夏”
。

新场办班培育
“家门口”
工作能手
本报讯 （记者 须双双）日前，新场
镇社区党建服务中心开设 2019 年“家门
口”服务站工作能力提升培训班，100 多
名居村两委人员、组织干事、
“ 家门口”
平台信息员参加培训。
学员们来到位于上海中心第 22 层
的陆家嘴金融城党建服务中心，了解该
党建服务中心的党建理念和活动载
体。当天，学员们还参观了黄浦滨江党
建学习功能型服务点，对如何盘活“家
门口”服务站有限空间开拓了新思路。
同时，特邀专家为学员们开展了党
建主题讲座。
一系列的“取经”和培训，提升了学
员们区域化党建和社区管理工作中的
协调能力、社区协商能力以及与居民的
沟通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