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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社区治理最后一公里”
曲阳路街道东五小区业委会规范化、标准化推动工作，让老小区有了新面貌

“关爱侨界送健康”活动举行

■通讯员 盛涤民

从被居民“炮轰”到获得居民认可，从业委会“停摆”到业
委会主任来到交流会分享经验，东五小区在3年里如何实现
了逆转？日前，在虹口“爱我家”社区服务社举行的居委会主
任沙龙活动上，东五业委会主任黄国平现身说法，讲述了如
何解决好“社区治理最后一公里”的经验。

从“马夹袋”到五项台账

东五小区始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由于种种原因，引
发了业主对业委会的不满，业委会一度群龙无首。2014年7
月，上海胶带橡胶公司党委书记黄国平退休后临危受命，接
手东五业委会主任。黄国平认为，过去的毛病就出在没有规
章制度。他说：“业委会代表业主参与自治管理，业委会主任
能否正确履职，关系到小区的物业管理是否让业主满意，关
系到业主的利益能否得到保障。”

黄国平上任伊始，收拾残局的第一件事就是完善业委会
工作制度，使工作规范有序开展。而他接手时，上届业委会
倾其所有，移交的资料还没装满一个“马夹袋”。他说，“制度

就是规矩，有了它，踏石留印，抓铁有痕，工作就有保证。”业
委会根据会议接待制度、印章管理制度等，形成《业委会文件
资料》《重大事项资料》《业主大会资料》等5项台账资料。

重大事项征询公示制度是东五业委会恪守的底线。业
委会不自作主张，即便是为大家办好事，也要履行民主程序，
听取意见，征询民意，把政府的实事项目与居民的实际需求
结合起来，达到政府“想做”与居民“想要”的契合。

不久前，本区推行清洁家园小区综合改造，业主们闻讯
兴奋异常，奔走相告。业委会抓住这个机会，通过公示等形
式广泛征求意见，将居民期盼已久的愿望梳理出17个项目，
一并纳入小区综合改造，先是开膛破肚，把下水道的隐患排
除了；再是合理布局绿化，将二十几棵遮阳的棕榈树移到了
墙边，使金桂重见天日。营造出了春有花、夏有荫、秋有桂、
冬有阳的小区环境，让居民感受到“鸟在树上鸣，人在树中
行”的惬意。居民吴孟珊在微信中说：“小区丹桂盛开，香气
怡人，这是我1993年入住以来的首次。”

“主任不能当甩手掌柜”

在黄国平看来，“当业委会主任要花心思，不能当甩手掌

柜，上心最要紧。”
严格的资金使用审查制度值得称道。业委会对费用支

出绝不含糊，对每笔资金使用锱铢必较。电梯按钮面板损
坏，一块面板开价 1380元。“25寸液晶电视机也要不了这个
价呀”，黄国平心痛不已，就是不批。他请来维保单位技术总
监，找来图纸采用外加工方式，才 500元出头，6部电梯损坏
的面板就全部更新，一下省却了 3万多元。电梯内电扇坏
了，更新电扇需维保单位技术工操作，买电扇加管理费、人工
费、修理费，得花500元一台。“怎么要这么多？”“那你们自己
买，我们来安装”。一台电扇300元搞定了，并将换下的电扇
尽可能修好，以应不时之需。对于维修物件，小到灯泡，大到
消防设施，他们货比三家。小区监控上方的强光灯坏了，业
委会老张跑到虬江路市场，几十元搞定了，把业主的钱袋子
捂得紧紧的。

业委会成员会签制度也值得一书。业委会对每一项决
定和每一项支出都实行会签制度，每一个成员都落笔方能生
效，避免了“我不知道”现象。业委会主任有主见，但不我行
我素，而把管理主见化为集体智慧，成员分工明确，相互制
衡，形成合力，这才让老小区有了新面貌。

“你次过了吗？”“你碎了吗？”
“斤枣你上班吗？”把“吃”“睡”和
“今天”等写成这样是倒退还是
“时髦”？

我们好不容易从甲骨文进化
到现代文字；我们好不容易从“之
乎者也”演变成如今的现代汉
语。但是，现在又流行起了“白
字”运动，好象谁用错别字多，谁
就“时髦”。

平心而论，有些文字不能正
确表达，有些正确用字一下子写
不出来，写了谐音错别字是常有
的事，有时用一些地方方言也无
可厚非。因为中国的方块字有很
复杂的表意结构，它包含了许多
多音字、同音字和同音不同意字
等。只要我们不去故意写错，真
的用不着去指责，因为我们绝大
多人不是语文老师，也背不出《新
华字典》。

前几年我去河南安阳参观了
殷墟文化及中国文字博物馆，深
感中国文字博大精深、奥妙无
穷。每一个汉字都承载着特定的
文化气息，具有丰富的文化内
涵。汉字橫平竖直、方方正正，正
如我们中国人的做人秉性，顶天
立地、堂堂正正。汉字的传承和

发展，演绎的不仅是中华文明的厚重与神奇，更昭示着
我们祖先创造文字的智慧与奥妙。

今天再来看看我们的微信群，白字越来越多，白字
越来越“时髦”，“白字”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了。只要是名词、只要是动词，挖空心思地去硬造白字
和错字。我不是哗众取宠，更没有拿着“鸡毛”当“令
箭”，我真的很担心，担心今天的年轻人已经用惯了键
盘不用笔了，再把“白字运动”进行到底，习以为常，这
样长期发展下去，正确的文字越来越陌生了，其后果真
的不堪设想……

中国文字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可以
说，没有中国文字就没有中华文化和文明。汉字是
文化的基本载体，文字的发明，使人类文明得以传
承，标志着人类进入文明时代。汉字为书写中华文
化、传承中华文明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文化是民族
的符号，一个民族的崛起，除了经济的强盛外，更重
要的是文化的繁荣和传承。因此，我呼吁：当我们拿
起笔写字的时候，当我们动手发
微信用文字时，尽可能规范用正
确的中国汉字，把我们老祖宗经
过几千年努力所创造演变的中
国文字一代代传承下去。

上海市杨浦区港缘水果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310110600471611。声明作废。

遗失启事

虹口区总工会现就征集法律服务供应商入库项目进行
公开招标，具体招标公告发布在采购与招标网（https://www.
chinabidding.cn/）和中国政府采购网（http://www.ccgp.gov.
cn/），欢迎符合条件的律师事务所前来投标。

1、项目名称：虹口区工会系统法律服务入库项目。
2、报名时间：2017年9月18日到2017年9月29日期间

每天（双休日及法定节日除外）9:00～11:30，13:00～16:30
（北京时间）。

3、投标截止时间及开标时间：2017年 9月 29日 9：30
（北京时间）。

4、采购人联系方式：
采购单位：上海市虹口区总工会
联系人：张老师 邬老师
联系电话：25658852 25658868

本报讯（记者 耿小彦）9月 11日，区建管委、区防汛
办、区交通管理中心联合举行了2017年虹口区停车场（库）
防汛综合演练。

本次演练在车站南路水电路世纪联华超市停车场举
行。演练模拟根据预报 1小时内将有特大暴雨来临，各应
急小组听到指令后，做好防汛、抢险准备。由于暴雨影响，
停车库出现积水，抢险人员立即疏散地下停放的车辆尽快
驶离停车库，随即使用挡板、沙袋封堵停车库出入口。然
而在排除车库积水点时，超市水泵突然出现故障，短时间
内无法修好，通讯组马上向区防汛值班室请求支援。在公
共停车场库自救困难情况下，区防汛办值班室接警后迅速
响应，启动应急处置预案，向相关单位和部门发布命令，奔
赴现场救援。整个演练中细节考虑周全，实地演练了防汛
中的各类事件处置。各参演人员熟练掌握了防汛应急预
案，进一步提高了防汛处置能力。

本区举行停车场（库）防汛综合演练

届时欢迎广大党员群众踊跃参加。如活动时间、活动内容有变化，组织单位将在服务地点张贴变更公示，请及时关注。

组织单位

科技企业
党员服务中心

嘉兴路街道
社区党建服务中心

广中路街道
社区党建服务中心

曲阳路街道
社区党建服务中心

欧阳路街道
社区党建服务中心

四川北路街道
社区党建服务中心

江湾镇街道
社区党建服务中心

凉城新村街道
社区党建服务中心

提篮桥街道
社区党建服务中心

服务时间

2017年9月21日
12:30-13:30

2017年9月22日
9:00-11:00

2017年9月22日
9:00-10:30

2017年9月26日
9:00-10:30

2017年9月26日
9:30-11:00

2017年9月26日
9:30-11:30

2017年9月26日
14:00-16:00

2017年9月26日
14:00-16:00

2017年9月26日
11:30-13:00

2017年9月28日
9:00-11:00

2017年9月28日
11:00-13:00

服务地点

中国出版蓝桥创意产业园一楼
（广纪路838号）

嘉兴社区文化中心
（香烟桥路87号）

农商银行门口
（广中路208号，近水电路）

精武公园正门广场
（中山北一路880号）

鲁迅公园正门
（四川北路2288号）

主会场：巴黎春天门口
（四川北路1688号）

分会场：上海兴旺国际服饰城
（七浦路133号南门）

主会场：
江湾镇街道社区党建服务中心
（奎照路280号5楼）

分会场：
1876老站创意园区
（汶水东路351号）

凉城公园
（凉城路800号，近车站北路）

星乐汇商业街
（公平路36号）

服务内容

书法培训

1、党务、法律、医疗保健、眼科、口腔健康保健、理财、家庭教育、老年人维权、计生、职业规划、
邮政服务、摄影技术、书法技巧、健身、足部反射疗法等咨询服务；
2、量血压，测血糖，理发，衣物缝补，配钥匙，维修小家电、拉链、伞、鞋等便民服务；
3、保密法宣传。

1、法律、医疗保健、中医养生、就业指导、理财等咨询服务；
2、量血压，维修灯具、伞等便民服务。

1、法律、医疗、科学健身指导、污水处理、家庭用电知识等咨询服务；
2、拔火罐等便民服务；
3、治安防范、防范诈骗等宣传活动。

1、法律、医疗、心理、妇女维权、创业指导、社保政策、少数民族政策、侨务政策、金融、绿化、社
区纠纷调解、物业、四违一乱整治等咨询服务；
2、量血压，修补羊毛衫，维修小家电、钟表、拉链、皮鞋、伞等便民服务；
3、垃圾分类、青少年维权宣传活动。

1、法律、医疗、青少年心理指导、妇女维权、青少年维权、电信业务、花卉养护、药品安全、编织
指导等咨询服务；
2、量血压，理发，修伞、自行车等便民服务。

1、法律、青少年教育、工商、消防安全指导、计算机维护等咨询服务；
2、量血压，理发，配钥匙，修小家电、伞，计算机维护等便民服务。

1、法律、医疗、眼科、理财、消费维权等咨询服务；
2、量血压，测血糖，理发，配钥匙，维修眼镜、箱包拷钮、拉链、伞、小家电，擦皮鞋等便民服务；
3、招募志愿者活动。

1、法律、医疗、计生、交通法规、企业证照等咨询服务；
2、量血压，测血糖等便民服务；
3、招募志愿者活动。

1、党务、法律、中医、全科医疗、儿童及妇女保健、口腔护理、心理、计生、创业就业指导、教育、
侨务政策、少数民族政策、理财、工会维权等咨询服务；
2、量血压，测血糖，理发、扦脚，配钥匙，锅盖整形，维修小家电、钟表、眼镜、电脑、拉链，手机贴
膜等便民服务；
3、少数民族法制、防诈骗、工会会员卡宣传活动。

医疗保健、青少年心理、金融理财、摄影技术、工艺美术等咨询服务。

联络人

邹慧勤

蒋兰兰

陈 隽

张慧颖

张 俊

赵 锐

郑伊露

冯艳岚

丁小珏

联系电话

25015347

65756655
*8010

56050293

55511601

65752360

63931569

65165253

65927010

65842620

虹口区各党建（党员）服务中心2017年“迎国庆”为民服务活动安排表

本报讯（记者 孙洁静）随着比赛号令响起，12位大厨
在操作台前展开刀工对决。9月12日，区爱卫办在国网上海
市电力公司电力科学院举行“健康菜肴烹饪比赛”，倡导“三
减三健”（减盐、减油、减糖、健康口腔、健康体重、健康骨骼）
健康理念。

除了刀工对决，当天，来自区内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食堂
大厨还带来了13道美味的健康菜肴。在自选菜肴展台前记
者看到，一道道摆盘精美、色香俱全的菜肴，用料也是颇有讲

究。如由国网市电力公司电科院烹制的“扇形菌菇”，取白
灼的烹调方式，以蘑菇、香菇、鸡腿菇等菌菇为主要食材，搭
配黄瓜和小黍米，口感鲜香又营养十足；而由上海燃气市北
销售有限公司烹制的“百花酿白玉”则更是一道低能量、低
盐、低油的健康菜式。

经评委组评定，最终，来自区机管局食堂的参赛选手凭
借突出的刀工和烹饪技术，分别荣获“刀工比拼一等奖”和

“自选菜肴烹饪一等奖”。图为比赛现场 卢宁 摄

虹口区总工会征集法律服务供应商入库招标公告

邮储银行虹口区支行开展金融知识宣传活动
本报讯 为加强公众金融知识宣传教育，提高社会公

众防范金融风险意识和正确使用金融服务的技能，邮储银
行虹口区支行将开展为期一月的集中宣传月活动。

此次活动宣传主题为：正确使用金融服务，依法维护自
身权益。宣传内容包括：辨别正规金融产品服务，利用“双
录”维护自身权益；宣传正规借贷服务，远离违法违规借贷
侵害；维护个人信息安全，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提升社会公
众对第三方调解机制的认知度和接受度。

宣传活动期间，邮储银行虹口区支行各营业网点内设
立“金融知识进万家”宣传咨询台，摆放宣传折页和海报，安
排专人详细讲解各类金融知识；届时将结合“三进活动”，走
入街头，深入社区、校园、企业等开展特色宣传。

本报讯（记者 曲姗姗）9月13日，由市侨联指导，区侨
联与市华侨基金会共同主办的“关爱侨界送健康”活动在曲
阳路街道文化活动中心举行。市侨联副主席屠杰、区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岳彩新出席活动，并慰问了参加活动的老归
侨和医务工作者。

本次活动由市侨联通过市华侨基金会这一公益平台，
组织本市部分优质医疗资源，包括徐汇牙病防治所、上海爱
尔眼科医院和上海德达医院3家医疗机构，选派20多名骨
干医生，组成医疗服务团队，携带小型检测仪器和治疗器
械，在现场开展眼科及口腔等免费检查，为侨界老人，特别
是为老归侨提供一个心脑血管疾病健康咨询的平台，同时
进行相关疾病的检测和筛查。

健康菜肴烹饪比赛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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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该中心以“北外滩航运创新基地”建设为抓
手，为在航运领域内具有发展潜力的创业团队提供优质
的创业环境；同时，引导并培育一批具有行业龙头地位的
航运电商、科技创新企业入驻虹口，起到示范引领作用。

除上述已提到的航运交流服务中心、创新企业服务
中心之外，本区还将打造和完善国际航运人才服务中心、
国际航运金融服务中心。前者以国家级船员评估中心项
目为核心，依托多种基地功能，以“密云路”圈为承载；后
者则倾力发挥北外滩空间区位、滨水岸线、产业基础等综
合优势，深化金融航运双重承载。

区航运办相关负责人表示：“‘一线两圈四中心’的功
能完善，需要一步一个脚印扎实推进，规模一旦形成，未
来值得期待。”

（上接▶1版）把重点放在科技含量高、上下游关联度强的
大项目上，在“引进来”中选优、选强。要突出比较优势，
一方面提升硬件环境，另一方面用“软实力”招商。要以
招商促进经济转型。通过持续不断的招商引资，培育并
形成一批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优质企业，提高服务业比重，
同时带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

三要千方百计、千辛万苦、千言万语，持续做好服务
企业工作。要搭建平台，从政策、资金、服务等方面加大
扶持力度，帮助中小微企业借船出海、借梯登高、做大做
强。要注重诚信，及时有效地兑现政策。“做不到就不要
承诺，承诺了就要做到”，政府向企业承诺的事项一定要
兑现，即使再难，也要千方百计创造条件实现。要“以情
留商”，把服务送到企业心坎上。不仅要营造良好的法治
环境、营商环境、城区环境，也要帮助企业家解决实际困
难，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要尽快形成全区上下共同招
商引资、服务企业的强大合力，全区各部门、各单位都要
把招商引资作为重要职责，发挥部门优势，为全区招商引
资工作做出更大贡献。

张伟、袁泉也分别就做好招商引资服务企业工作提
出具体要求。

站“高”望远 放大航运产业发展格局

本区召开招商引资服务企业工作推进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