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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许晓红）跨
年夜到徐家汇有什么惊喜，全年最
强折扣等你秒杀，在商场可能遇到
!"#$%&'明星给你送红包，购物
满 ())有机会赢大奖，场内场外各
种神秘表演让你大饱眼福，给自己
许下新年愿望投入邮筒一年后会
寄回你家哦，当然最不能错过的激
光倒计时，在流光溢彩的激光秀中
万人欢呼跨年一刻。

新年前夕，徐家汇周边行道树
张灯结彩，各大商场门前广场都精
心布置了主题艺术造景，中心绿地
十几米的白色木马让人勾起童年回
忆，百联徐汇门前的冰熊造型，寓意
环保主题，令人惊艳。当晚，各大商
场都推出了全年最具力度的促销，
汇金百货在 *点后还有折上折，最
低至三七折。整个商圈消费满 ())

元就可以领取抽奖券，每个小时开
一次奖。通过徐家汇网上商城和手
机 &$$“+,-”，全国消费者也可以
参与徐家汇促销狂欢和抽奖活动，
共享新年好运。除了购物抽奖，还有

!"#$%&'演员在商场内随机送红
包，合家欢聚最有可能撞到好运哦。

在六百广场、港汇大踏步广场
和商场中庭、美罗城，萨克斯、爵士、
歌舞剧、现代舞、大合唱、街头艺术
等多种表演样式以及 !"#$%&'专
业表演团体，将在场内场外掀开眼
花缭乱的神秘表演。徐汇百联门前
还摆放了一只大邮筒，在现场发放

的明信片上写下新年愿望投入邮
筒，下一个新年之际这张明信片会
寄回你家，重温曾许下的心愿。

去年首演的激光秀再度震撼
登场，(. 点开始 / 场整点激光表
演，第四场则是万众期待的倒计
时，港汇广场建筑上分三个层面安
置激光装置，打造层次丰富的跨年
激光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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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林街道先后创设第三方社会组织和业委会交流平台

探索调解物业管理矛盾新机制
! ! ! !

本报讯 （记者 许晓红）为解
决物业矛盾寻求新机制，田林街道
().(年以购买服务的方式，尝试成
立第三方调解机构———和房家园物
业管理事务指导中心，运行一年多
来，解决了 0)多起物业管理矛盾。
在这个过程中，田林街道感受到业
委会成员的业务提高也很重要，所
以，由和房物管中心牵头成立田林
街道业委会之家，为业委会搭建一
个学习、交流、倾诉、减压的场所，也
为分析解决小区疑难杂症提供一个
群策群力的平台。
物业管理矛盾频出，已经是一

个受到社会关注的普遍现象。同样，
在每周四田林街道领导的信访接待
中，1)2的问题来自居民区物业矛
盾。针对这种情况，田林街道根据市
政府《关于加强新形势下社区建设
的若干意见》，在发挥社会组织作用
参与社区治理，构建“大调解”格局
的思路下，于 ().(年 3月建立起和
房家园物业管理事务指导中心，探
索引进第三方专业力量调解物业矛
盾，从凡事由政府包揽的原有工作
思路中转型。
和房家园物管指导中心是独立

法人调解机构，“作为第三方组织，
坚持独立专业的理念是我们开展工
作的根本前提。”和房家园物管指导
中心王和芳表示，和房家园物管中
心希望为街道、房管办、物业公司、
业主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业主搭建
起一个充分沟通的桥梁。
和房家园物管中心成立后接受

政府部门委托，开始处理、调解许多
棘手的物业管理相关的矛盾与纠
纷。电梯改造，就是他们遇到的一块
“硬骨头”。().(年 4月，钦州公寓
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上门要求
“和房家园”帮助解决 14)号楼电梯
改造投标项目相关问题，接下委托
后，物管中心首先对田林地区高层
电梯摸了一次“家底”，发现因核心
机件严重老化而急需大修改造的不
下 4)台，还涉及到相当一批售后公
房和老商品房，所以普遍存在维修
基金缺乏的问题。由于业委会经验
不足，物业公司偏重企业利益，使业
主对业委会和物业公司也产生不信
任感。和房家园物管中心对症下药，
操作上“以公开、公平、公正为原则，
严格按照规定和程序，进行电梯维
修、改造、更新的投标工作”。物管中

心工作人员介绍说，他们多次走访、
查勘投标单位，从企业资质到改造
工程的细节一一确认。改造资金不
足，物管中心指导业委会通过几种
途径筹措，并不厌其烦地往返于业
委会、电梯公司、业主之间进行沟
通、征询，最终促使电梯改造工程得
以完成。借鉴 14)号大楼电梯改造
的经验，柳州路 4))弄的几幢大楼
的电梯改造也相继完成。
“综合运用沟通和指导是我们工

作的两项重要法宝。”王和芳说。一年
多来，物管中心接待了大量的来访咨
询人员，召开 .)*次协调会，帮助解

决 0.例纠纷矛盾。此外，还牵头协
调、组织开展业主大会组建和换届改
选、业委会培训指导、物业公司选聘
解聘、物业服务标准评估等，并对居
委会、业委会进行了全面培训指导。
在调处物业矛盾过程中，和房

家园工作人员与业委会主任有了更
多接触，因此逐渐发现，他们在工作
中也有困惑、烦恼，希望有一个排
解、减压的地方，在处理具体问题时
因为缺乏法律、财务等专业知识，常
常心有余而力不足。“和房家园”感
受到他们工作上的需求，在街道支
持下，牵头组建起业委会沙龙，获得

小区业委会纷纷响应、报名参加，一
名业委会主任说：“我们有了家的感
觉，工作中碰到怨气有地方讲了。”同
时，沙龙也成为业委会交流信息切磋
业务的场所，越来越受到欢迎。在此
基础上，和房家园物管中心把办沙龙
的尝试作为业委会交流学习的工作
机制固化下来，更名为“业委会之
家”，并于日前正式挂牌成立。王和芳
表示，“业委会之家”不仅要成为交
流、倾诉的地方，也要整合社区资源，
提供法律、财会等专业学习的课堂，
帮助他们提升工作技能和业务水平，
从而更有底气地为业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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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吴梅 通讯

员 石薇薇）上海长途客运南站
()./年春运方案日前出炉。.月
.4日至 (月 (/日 /)天的春运，
长途南站预计将发送旅客 54万
人次，比 ().0年春运增长 02。

长途南站 ()./年 . 月 . 日
起调整预售期为 0)天开售春运车
票。当天早 4点，长途南站网上售
票平台 666789:;7:<9同步出售。0)
天的预售期自 .月 0)日除夕持续
至 (月 4日大年初七，即 .月 .日
可售 .月 0)日车票、(日可售 0.

日车票，依次类推，至 .月 *日以
后均可购买到 (月 4日之前的所
有车票，而 (月 1日农历初八的车
票将恢复日常的提前 .)天（含当
天）预售，即 .月 (5日起恢复。
长途南站拥有江浙皖闽赣鲁

鄂湘豫川贵等 .0省 ())多个方
向 /万余班次提供给旅客踏上返
乡路。为方便春运团体客购票，购
买 .)张以上（可不同方向）的旅
客可至车站“阳光岛”服务台专窗

办理。此外，长途南站订送票热线
3/030303 可提供咨询和送票服
务，从网上购票后也可选择送票
服务。旅客还可编辑“目的地 =发
车日期”发送至长途南站的微信
公众平台查询实时班次信息。

又讯 （记者 吴梅 通讯

员 刘德卿）上海交运巴士客运
（集团）有限公司 ()./年春运方
案已确定。.月 .4日起至 (月 (/

日为期 /)天的春运，上海交运巴
士客运（集团）有限公司所属的 ..

个长途客运站从 ()./年 .月 .日
（周三）起对外出售至 .月 0)日
（年三十）的客票，预售 0)天，.月
1日起预售至 (月 4日（初七）的
客票，(月 1日（初八）恢复正常。
据了解，交运巴士对江苏、浙

江、安徽、江西等省市热门线路实
行无限量售票；旅客可在交运巴
士门户网站（666754(.4*78->）订
购春运客票（长途客运南站网上
购票网址：666789:;7:<9）；同时，
交运巴士开通了手机订票功能。

长途客运南站春运方案出炉
手机可订交运巴士长途客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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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许晓红）枫
林社区工会干部业务技能大练
兵，日前在均瑶国际广场的一间
会议室热热闹闹地展开了。“这场
全部由社区工会干部参加的知识
竞赛，是与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
全会、全总十六大精神的一次结
合。”社区总工会负责人告诉记
者。
“《上海职工代表大会条例》立

法宗旨是什么？”“集体合同和劳动
合同是何区别？”一个个极为专业
的考题由主持人抛出，参赛队员则
一一作答，毫不含糊。“工会工作要
取得进展，基层工会干部的业务能
力至关重要。”这位负责人介绍，
枫林社区有 .))多名工会干部，今
年组织了 1次各类学习培训，物业
行业劳动竞赛等，今天的知识竞赛

是对一年学习的检验，.0)多名基
层工会干部参与，也为做好明年工
作鼓鼓劲。
据悉，枫林社区基层工会组织

目前已发展到 .(( 家，覆盖单位
.0(5家，会员数 .*)))多人，包括
了 0千名农民工。社区总工会积极
促进和谐劳动关系创建，指导 (3

家独立工会和 /1个小区、楼宇联
合工会开展了集体协商工作，覆盖
1)/家企业，社区企业《集体合同》
和《女职工专项合同》签约率达
5)2以上，《工资专项集体合同》签
约率达 *)2以上。以《上海市职工
代表大会条例》实施为契机，社区
总工会促进企业制定计划，组织培
训，提升厂务公开民主管理水平，
加强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建设，目前
社区职代会建制率达 *)2以上。社

区总工会劳动争议调解室还参与
调解企业劳动争议，化解了一批社
区“两新”企业劳务纠纷案。今年社
区内 *家非公企业和小区楼宇获
得了区级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及楼
宇称号，上海瑞莱新侨食品有限公
司已向市级申报。

今年 4月，区域党建促进会枫
林分会成立后，社区工会深化“党
建带工建”机制，依托群众工作联
谊会的平台，对劳模开展关爱活
动。全年向百余名困难职工帮困
14)))余元。区总工会和枫林社区
总工会每年举办一次大型就业招
聘会，今年已到第六届，这场招聘
会针对社区各类就业困难和无业
人员、外来务工人员等，集中选择
门槛较低的企业，帮助困难人员获
得就业机会。

练好内功创和谐
枫林社区总工会积极服务企业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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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许晓红）为
期 5天的上海六百华泾广场展销
会上周正式开幕。“我们没有开幕
爆竹与剪彩仪式，只有实惠大众的
商品。一切让利给消费者。”六百
华泾招商经理宋坚对记者说。

华泾广场展销呼应华泾镇政
府“便民利民”的要求，在镇经济发
展办公室和六百社区商业发展有
限公司指导协调下，专门组织了上
海六百的经销品牌参与。服装类包
括羽绒服、棉衣、内衣、休闲服等，

汇集了宜而爽、三枪、波司登、海螺
等 ()家知名品牌。

居民王阿姨说：“4年前动迁来
了华泾，买衣服与家电都要坐一个
多小时的车去徐家汇购买，现在华
泾也有自己的消费地方，这次展销
会搞得太及时了，希望多搞些展销
活动。”宋坚表示华泾广场力求扎根
社区，为社区老百姓消费需求服务。

华泾广场首届品牌展销会受好评

新年将来到，市民徐家汇商圈采购忙 雷明 摄

跨年夜邀你来狂欢

到徐家汇倒计时撞红包许心愿

（上接第
.

版）

全会指出，统筹推进全年各项
任务，要着力优化发展环境，推进产
业结构调整升级。着力统筹各方资
源，努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夯实
基层基础，创新社会治理方式。着力
加强矛盾化解和机制建设，继续保
持城区和谐稳定。着力促进文化事
业产业融合发展，推进一流文化强
区建设。着力推进协商民主，发挥各
方积极性和创造性。

全会强调，确保明年工作的顺
利完成，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不断
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要提高
区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能力，
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
政水平。要进一步加强党员干部队
伍建设，持之以恒抓好干部队伍素
质提升。要进一步夯实党建工作基
础，发挥区域党建促进会平台作
用，加强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
设，以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引领基层
党建。要进一步深化党风廉政建

设，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坚
定不移改进作风，坚定不移惩治腐
败。同时，要认真抓好当前工作，全
力以赴做好开局工作，精心组织筹
备区“两会”，务实清廉迎接“双
节”，关心好困难群众的生活，确保
节日安全有序。

全会报告了《2013年度处级干
部选拔任用工作的情况》及《2013
年度徐汇区党费收缴情况》。
全会进行了干部选拔任用工作

民主评议。
全会号召，全区各级党组织和

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要紧密团结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
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
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贯彻
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在市委
的坚强领导下，改革创新，攻坚克
难，为实现“十二五”规划目标、全面
推进徐汇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一
流中心城区而努力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