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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墙开门背后有隐情 人性化拆违解决 86 年顽疾

家门被封 非但不怒还点赞

热线电话!

01234145

86 多年不敢出远门
“这不是政府要封我家门，而
是借助拆违，帮我解决困扰了近

作为中心城区违法建筑体量最大情况最复杂矛
盾非常突出的区域! 普陀区一直以来的拆违任务都
非常艰巨" 但违建背后往往有着真实的民生诉求" 如
何在凸显城市管理力度的同时留存民生温度# 最近!
真如镇街道车站新村的一户居民家门被封! 非但没
有埋怨!还对拆违工作组竖起大拇指" 看上去有点匪
夷所思的情况背后!正是民生温度的智慧体现"

30年的大问题啊！感谢党和政府
为我们老百姓做了件大好事！”最
近，家住车站新村小区 38号一楼
的赵阿姨逢人就夸：
“ 谢谢我们的
戴书记、黄书记，他们都是做实事
的大好人！”
原来，赵阿姨家的违建有点
“特殊”。因为老房子最初设计缺

表了态，
“政府要做的事情，我肯定
是愿意配合的，只是这让人头疼的
窨井问题怎么办？”

拆违封门不封心

是平整洁净的水泥地面。天井一侧
墙壁上开了一扇小窗，满足了通风
的需求，屋内因施工需要撬掉了地
砖的部分，也被铺上了新地砖，花
色跟从前相仿。最让赵阿姨欣喜的

赵阿姨的诉求引起了车站新村
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戴宗云以及参与
该居民区拆违工作、城管真如中队
党支部书记黄琍民的高度重视。
“其实封门并不是多复杂的
事。但拆违要让老百姓信服、减少
后顾之忧，才是我们做工作的重
中之重啊。”本着“拆违不拆心”的
原则，戴宗云和黄琍民达成共识，

是，多年来的窨井污水泛滥问题终
于彻底解决。
“这下屋里再也不会犯臭了，
我也终于可以安心外出旅游啦！”
赵阿姨又一次发自内心地笑了。
这一人性化的处理方式，不仅
让赵阿姨和 36号居民心服口服，
也得到了其他社区居民发自内心的
交口称赞。

同样感同身受的还有隔壁 36
号一家。由于房龄久，管道老化，
污水管经常出现堵塞的情况。一
个月总有两三次污水泛滥，只能
求助物业前来疏通管道，难免会
伴随着脏臭气味。迫不得已，两户

要封门，就要先帮居民解决好窨
井问题。

"老法师$的换位思考

很快，车站新村拆违工作小组
就把这两户居民的难题及时上报，
并找来专业人员对相关细节、费用
进行分析，
提出具体解决方案，
在得

作为一个有着 10万平方米、
3200余户、8000余人的老小区，车
站新村的违建情况十分复杂，历史
遗留问题很多。自从小区拆违工作

人家都在天井里开了门，方便修
理人员进出，也避免了弄脏房间
的麻烦。
听说
“破墙开门”
是属于违建范

到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后，
“窨井改
造”
工程便立即开工。
近日，两户居民的“封门”工程
全部完工。赵阿姨家原先天井的两

启动以来，整个团队齐心协力、齐
动脑筋，针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
析，每个案例方法都不同。13位居
委会工作人员划分为 12个块，分

畴，需要进行
“封门”
。赵阿姨第一个

处窨井全部移出家中，取而代之的

头梳理情况、沟通问题、落实工作。

陷，整栋楼的排污窨井就位于赵阿
姨家一楼的天井内。“只要一闻到
臭味道，我就知道，窨井‘出毛病’
了。自打搬来这里 30多年里，我都
不敢长时间外出旅游，家里一直要
保持有人，生怕万一污水泛滥淹了
屋子那能办？所以我心里有说不出
来的苦啊！”

“最初，陪伴了居民 20多年
的理 发 店 、小 卖 部 等‘ 公 字 头 ’违
建的带头拆除，让不少涉违居民
信服。”
随后，戴宗云和黄琍民两位“老

老人，因为住房困难，老人住在了
违法搭建的小房间内。一听说要
拆，老人挺痛快地答应了。但戴宗
云有 些 不 忍 ，
“ 眼 见 要 过 年 了 ，总
要让老人有个缓冲的时间，毕竟

法师”
确立了
“先突破成片违建等重
点难点、
再逐个击破零散违建”的思
路，向排摸梳理出的小区内 30处
违建“动刀”。据介绍，除了 36、
38
号两户一楼破墙开门，桃浦路 191
弄一整排二楼露台违法搭建，也已
经在细致周密前期工作的基础上进
行了全面拆除。“30处违建中只剩
2处还未完成，小区内的拆除率超
过 92%。”
农历新年即将到来，跟往年

年纪这么大，也确实存在困难。社
区马上会准备新春大礼包，我打
算给老人送去，让他感受到来自
社区的关怀。”
“拆违的根本目的，是要提升
社区的环境质量、提升居民的生活
质量。”黄琍民道出了心声，
“为此，
我们一直鼓励居民，有问题提出
来，大家一起解决。我们也会尽自
己所能，站在老百姓角度思考问
题，用自己的真诚，争取他们对于

相比，戴宗云的心里多了些对于
涉违居民的关注。他说，两处还未
拆除的违建中，有一户为 91岁的

拆违工作的理解和支持，真正做到
拆违不拆心。”
任莹莹 黄丹

近日，为推进城市

崇明虹桥村开展五美社区创建工作表彰会暨喜迎新春文艺汇演
“辞旧迎新乐开怀，
继往开来贺
新春。”
2017年度崇明区建设镇虹桥
村五美社区创建工作总结表彰会暨
喜迎新春文艺汇演于 2月 5日隆重
举办！

副镇长张仲耀，
建设镇党委宣传委员
陈新，建设镇副镇长黄慧，
崇明区委

愿服务等各项工作中取得的成绩。
这些成绩来之不易，不仅凝聚了虹

会关于表彰好乡贤、荣誉村民、
模范
村民、
优秀共产党员、
优秀志愿者、
好

党校副校长顾超，
建设镇事务办主任
沈玉萍，
建设镇社区党建服务中心副

桥村所有人的智慧和汗水，也为虹
桥村在来年开展各项工作奠定了扎

儿媳等先进典型的决定》。
在这辞旧迎新的美好时节，
在红

主任蔡新发，
建设镇水务所所长陆国

实基础。同时，
要吸取 2017年度工

红火火、
和和美美的 2018年新春到

值此 2018年新春即将到来之
际，
虹桥村全面总结 2017年度创建
工作，表彰优秀代表和先进典型，
进

香，建设镇社区学校校长赵元钱，
建
设镇事业办副主任吴银生，
社区事务
受理中心主任郝建军。

作中积累的宝贵经验，明确工作中
的短板，
取长补短。吴书记表示：
“希
望 2018年大家能举全村之力一如

来之际，
由虹桥村自编自导自演的快
板、
小品、
舞蹈、
独唱等文艺演出精彩
绝伦、
热闹不凡！其中，
由该村九个党

一步动员广大干部群众团结奋斗、
扎
实工作，
在 2018年新的起点上扬帆
起航！
出席本次活动的领导有：
建设镇
人大主席顾建舟，建设镇党委委员、

虹桥村党支部书记吴忠华作
2017年度工作总结，回顾了 2017
年虹桥村在党建创新、五美社区、垃
圾分类、河长制工作、未成年人工
作、
群众文体、
庭院学堂?睦邻点、志

既往共同参与到虹桥村最美乡村的
建设中，将虹桥村的工作提升一个
新的台阶！”
虹桥村党支部副书记、
村主任黄
东宣读《中共建设镇虹桥村支部委员

建服务站点带来的毛主席语录歌及
红歌联唱让广大党员同志深受感染，
让大家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不忘初心，
牢
记使命，
昂首跨入新时代！

只要点开“旗聚南桥”南桥党建
微信，
点击进入“三会一课”
，南桥镇
党支部和联合支部的本季度完成和
未完成情况就能一目了然。近日，
这
个
“红绿灯”
平台作为南桥镇党建一
大特色开始试运行。
目前，
平台内已有 73个党组织，
还有一部分两新党组织陆续建设中，
未来将有 294个党支部和联合支部
进入这个平台。据悉，
当月已完成的
“三会一课”
项目将会显示绿灯，
未完
成的项目则显示为黄灯，
若在规定时

奉贤区南桥镇"三会一课#党建创平台特色

“红绿灯”制度增加提醒
间内未完成
“三会一课”
项目，
且时间
已至下一个阶段时，
上一阶段未完成
的
“三会一课”
项目将显示为红灯。
“有了这个平台，
不管是党组织负
责人开展三会一课，还是我们党建中
心监管梳理这一块，都更加方便快捷
了。”
中心副主任金英表示，
“譬如以前
某个党支部召开了支部党员大会，
需
要通过记录、
下载电子表格、
填写、
再

通过政务网上传至党建平台，步骤繁
复，
非常麻烦。而现在有了这个微信平
台之后，
他们只需要填写会议简介，
添
加会议照片，
上传即会变成绿灯。”
不仅仅是操作上的便捷，
金英认
为，
“红绿灯”制度平台的建设，更是
作为一个警示灯，
“其实还是存在一
些单位、企业对基层不太严谨，比较
疏于党员学习。”
平台建设后，
“红绿

灯”就能时常警醒各个党支部，怎么
真正落实基层党组织对“两学一做”
的学习，不仅仅是从理论上要学习，
还要制度化、
规范化的学习，
提高党
员意识。
每月 25日，有项目显示为黄灯
时，
党组织第一责任人还会收到系统
发送的手机短信，
提醒党组织及时完
成
“三会一课”
相关内容。另外，
南桥
镇党建中心将每个月的 20号定为主
题党日，
每个党支部结合
“三会一课”
开展一个具有仪式感的主题党日。

发

奉现
贤一
个
区上
报
治，近期完成了重点区 庄 一
个
域金钢市场、邬桥农贸 行
整
市场、生阳市场内经营
改
镇
与住宿类“三合一”场所
开一
个
93处的整治，并完成村
民自建房“三合一”场所 展
﹃
142处。
为了推进整治，庄 三
行镇印制了“三合一”
隐合
患告知书发放到各村民
一
自建房出租户及经营商
﹄
户，
告知
“三合一”
场所的
场
危害，提升群众安全意
识。经过排摸、宣传、
告所
知，
大多数的
“三合一”
场消
所有效地完成了自改。 防
为防止已整改的
安
“三合一”场所出现“回
潮”反弹现象，庄行镇将 全
落实网格化管理定期进 隐
行日常检查和不定期抽
患
查，做到发现一个，上报
一个，整改一个，杜绝新 整
的
“三合一”
出现。
治
运行安全，按照“奉贤区
冬春火灾防控”要求，庄
行镇强势开展“三合一”
场所消防安全隐患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