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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队伍确定 3天后进场！感
谢你们的关心支持！”3月 11日，漕
河泾街道金谷园居民区书记陈立国
在微信群里，向区人大常委会研究
室副主任明珉团队报喜，并上传了
施工告示，“居民很快就能喝到干净
的自来水了！”

原来，金谷园小区有 5幢多层
房，由于管道老化、二次供水等原因，
造成水流细小、水质浑浊，居民反映强
烈。去年走访时，看到居民拿出的一
瓶浑浊不堪的水，区人大代表、九三学
社徐汇区委主委、市旅游局产业发展
处处长朱国建动容了，他说：“这事我

们一定反映上去、努力推动，绝不能让
群众再喝这样的水！”事后，朱代表通
过参加现场协调会、提出书面意见等
形式，积极呼吁解决。区政协委员柳
林青来自区财政局，他主动了解区域
内二次供水改造的预算安排情况。党
代表宣艳也表示了高度关注。

带队领导明珉多次联系区房
管局、区建交委、漕河泾街道，反映
居民的诉求，了解相关政策，得到
了时任漕河泾街道办事处主任伍
彦心、副主任罗汉的大力支持，区
建交委副主任徐槟、房管局副局长
黄时等领导分别就相应的政策口

径给予了详细解答和回应。经过跟
踪了解，金谷园是 1990年代建造
的混合型小区，有公房、售后公房、
商品房等，商品房面积超过 70%。
街道曾于 2013年提出申请，但由
于小区商品房比例过高，未能列入
旧住房改造计划。

居民的困难就是工作的努力方
向。事情得到街道的高度重视，在区
相关部门的指导下，街道自筹经费，
参照“平改坡”程序对金谷园小区的
多层老公房进行“平改坡”和二次供
水综合改造。明珉团队进一步加强
与街道的联系，从资金总量安排、资
金下拨进度，到具体实施方案、施工
时间等，都及时沟通、掌握，并向居
民做好解释说明，介绍街道所做的
工作，稳定居民情绪。

据陈立国书记介绍，3月 14日
施工队伍已开始在 2号和 5号楼搭
建脚手架。施工至今，居委会、业委
会和物业公司与代建单位通力合
作、配合密切，共同协助推进改造工
程，受到居民们的点赞。

区人大办 赵斌韵

“很快就能喝到干净的自来水了！”
———漕河泾街道、明珉团队共同推进金谷园二次供水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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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天平街道高安居民区的一
名党员。参加 1月“满意”走访座谈
时，在跟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高宏
和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孔缨互动中，
我谈到：高安路衡山路口的便利店
前，每天下午两三点后都会停着几
辆汽车，旁边大门写着“严禁停车”
的大字也不管用。周围居民和行人，
尤其是老人与儿童行走非常不便，
安全隐患也时时冒头。居委多次协
调，费尽口舌，效果也不明显。

3月 3日下午，高安路上初春
的宁静被一阵“突突突”的声音划
破。我往窗外看去，隐约见到有人在
施工。联想到昨天高安路 30号大楼
下人行道上安装的两根栏杆，下楼
一看，原来是工程队正在便利店前
安装栏杆。工人师傅熟练地打洞、挖
渣、安杆、抹水泥、平整街砖和清扫
尘土，三根敦实的传统样式铁柱被

安装好了。行人纷纷住脚看上几眼，
一位老人低声嘀咕：“这下好了，车
子再也上不了人行道，人行道真正
能‘行人’了，儿童老人走路更安全
了。”当天下午，便利店前一辆小车
也没有，街面和行道恢复了衡山路
安逸、祥和的氛围。

后来知道，我提的问题得到了
陈高宏主任和孔缨副书记的关注，
在现场查看情况后，3月 2日孔缨
牵头请区市政水务署工作人员等现
场勘查、制定方案，下午就安装了 2
根栏杆，3日安装另外 3根。

这 5根栏杆并不起眼，但折射
出团队对群众实际困难的关注，让
我对“创新徐汇、文化徐汇、美丽徐
汇、幸福徐汇”更有信心。 沈越峰

乱停的汽车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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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老年人来说，楼梯没有扶手
的确是蛮危险的，毕竟年老体弱。这
个事情不用上报了，我们牙防所来
解决。”4月 7日上午，区牙防所主
任徐培成在座谈会上表态。

原来，作为区人大代表，徐培成参
加区商务委副主任沈洁团队，结对走
访枫林街道平江居民区。这天座谈会
上，肇嘉浜路 669弄 2号楼的居民徐
阿姨来参加座谈。徐阿姨反映，小区4
幢楼，就是 2号楼从上到下没有楼梯
扶手，老年人们上下楼颤颤巍巍的，非
常不安全。希望有关部门帮助解决。

都说医者仁心，徐所长答应之
后，当天下午就有牙防所的员工前
来测量尺寸。11日上午，1-6楼的
楼梯边就安装上了扶手。楼道里的
老年人手抚栏杆，开心称赞。

徐培成说，每个人都会老，现在
对老年人好，就是对将来的自己好。
6道栏杆对社区单位来说不算一件
大事，但对全楼 20多户居民的老人
来讲，是每天都受益的大事。以自己
的小事来换居民的大安全，这对个
人、对社区单位来讲，都是一种大收
获。 枫林街道党政办 杨亚旭

人大代表徐培成：
4天解决老年居民下楼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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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我们第一组现场观察员，
参加了田林街道千鹤三居民区、长
桥街道百龙居民区的“满意”走访行
动，两个团队的带队领导分别是田
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徐世明、长桥
街道党工委副书记郑克坚。

一、千鹤三居民区的走访情况
亮点 1：街道专门制作了“走访

证”。
亮点 2：在宣讲为老服务工作

时，徐世明结合街道引入的社会组织
“爱照护老年人公益发展中心”，重点
介绍了居家养老护理及“田林乐龄老
年人日间服务中心”情况，受到居民
欢迎。

亮点 3：街道联络员叶勤认真
负责，考虑到团队中的律师是此次
新调整的，特意在小区门口迎接，并
做好工作衔接。

亮点 4：部分参与居民认真做
笔记，与团队积极互动。

亮点 5：会后，团队与居委干部
一起对群众提出的问题进行详细梳
理，并冒雨现场勘查，深入了解商讨

解决方案。
团队中，徐世明副书记身兼带

队领导、党代表、政协委员三职，人
大代表发烧临时请假，律师是此次
走访新调换的，力量显得比较薄弱。

二、百龙居民区的走访情况
亮点：由于座谈会安排在上午，

考虑到会后走访慰问居民、时间会
比较晚，团队先走访了 2户困难居
民、然后进行座谈，显示了对居民的
细节关怀。

不足之处：1、座谈主要由带队
领导郑克坚主持、宣讲，其他团队成
员发挥作用不够。2、“满意”公告的
黑板报放在居委活动室里，小区宣
传栏里没有，座谈会参加居民少，气
氛不活跃。

三、总体感受
1、“满意”行动在实践中不断完

善机制。如为老服务工作的宣讲贴
近居民需求，增设了走访团队成员
身份识别的席卡便于居民辨别，对
居民需求进行梳理分类分工等。

2、“满意”行动发展还不平衡，
还有一些居民区对组织居民参与有
顾虑、借助团队力量缺少方法，影响

“满意”行动实效。
四、建议与思考
居民区反复提出的普遍性问题，

如小区停车难，往往是基层治理的短
板。建议列入区里的调研课题，做个

“回头看”的分析统计，提出解决措
施。%&'$()XY*+9: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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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田林千鹤三、长桥百龙居民区的“满意”行动现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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