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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电梯心再也不会跳出来了”
梅陇五村三幢高层楼栋的居民
最近了了一桩大心事：三天两头出
毛病的 6部老电梯终于更换了其中
的 3部，现在上上下下看着新电梯
心里就舒坦。老旧电梯改造更新是
当前社会治理中普遍存在的难题，
梅陇五村高层楼栋电梯更新又是如
何做到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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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随着梅陇五村高层住
宅共同启用的电梯，至今已经运行
了 20多年了，
深度老化，故障频频。
业委会副主任马永全回忆道，前些
年，时常有居民来反映电梯问题，
“错层、跳层、
‘关人’
都有的，
最可怕
的还是轿厢未到门就先开了，不当

心要出大事的。”
电梯往下乘时，
突
然如同坠落一般连掉数层；电梯停
下时，停在半层，要靠“爬”出去；碰
到‘关人’
，连忙呼喊家属开门“救
命”
……老电梯的故障让人心悬，
前
前后后不下几十桩。
坏了就要修，但是修也不是
件容易的事。高层的这几部电梯
生产制造于 19
9
2年，现在已经完
全停产了，该型号的配件也已大多
不再生产。每每对故障进行维修
时，配件都需要花费昂贵的代价委
托有关部门重新制模车配，
“ 每年
高层六部电梯的维修费用在
18
-19万，是个沉重的负担。”马永
全对记者说。
终于，
业委会作了重要决定，
向
业主公开启动高层电梯改造项目，

准备全新更换其中的三部电梯。这
个决定很快得到了居民拥护，因为
大家都知道，
再没有有效手段，电梯
肯定要出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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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启动高层电梯改造项目后，
居民的焦点围绕在了电梯的选择
上。
什么样的品牌更具性价比，
各有
各的说法和判断。为此成立的电梯
更新工作小组有着“三驾马车”
、居
民代表等各方人员的参与，小组认
真收集资料、
现场考察，
对原先考虑
的五个品牌的电梯工厂实地走访，
看看电梯厂的规模、打听电梯的维
保期限等等，
最终留下了三菱电梯、
施耐特电梯两个品牌供业主决断。

期间共向全体业主进行了 4次
书面征询、
4次公示，凌云街道方面
也先后 5次召开协调会，电梯更新
工作小组召开推进会、
通报会、协调
会更是多达 1
0多次。
“这些会议都
是为了从根本上打消居民的顾虑，
电梯的选择公平公正公开。”居民区
书记陈丽萍说。
经过业主最终投票，
选择采用了上海三菱电梯。
今年 3月，电梯正式进入安装
阶段，居委、业委会、物业等又组建
了一个电梯更新小组微信工作群，
将三菱电梯厂方代表、安装公司经
理、
楼组长等拉了进来，
遇到问题就
能及时进行线上沟通协调，并能迅
速到实地进行现场处理。
“有居民反
映当初议定的是不锈钢轿门轿壁，
为何变成了涂装的钢板，结果我们
在群里一询问，
发现是一层保护层，
等安装结束后剥掉，居民就能看见
还是原先说好的不锈钢了。”马永全
解释说。有了问题及时沟通，就能迅
速反馈居民，一解民惑，
有了居民理
解和支持，
工作就不会难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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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青少年校园足球赛徐汇分赛区开赛
BCD EFG ?@AH7月
9日，
2017年第三届中国（上海）国
际青少年校园足球邀请赛徐汇分
赛区的首场比赛在位育中学开赛，
厦门二中队与约翰福克纳队进行
角逐!"# IJK L$。
由教育部、
中华全国归国华侨
联合会、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
2017年第三届中国（上海）国际青
少年校园足球邀请赛于 7月 7日至
7月 15日在上海举行。徐汇区承担

分赛区接待和比赛任务，厦门二中
队、
俄罗斯斯特金诺队、
香港先科联
队、澳大利亚约翰福克纳队等 4支
球队入住位育中学，
为此，
本区高度
重视，
在安保、
餐饮、
住宿等各方面
做足预案，
完善细节，
确保比赛顺利
进行，
运动员舒适休息。
考虑到比赛期间上海正值伏
天，天气炎热且多雷阵雨，徐汇分
赛区比赛场地位育中学在赛场准
备了冰块、姜汤、雨具等，为参赛

学习京剧知识 开展公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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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f gahH暑假伊始，
在区台办
的安排下，龙华街道俞一居民区热
情接待了两名分别来自祖国宝岛新
北市、南投县的大学生以及陪伴他
们一起开展活动的两名上海交通大
学的学生。他们和小区里的中小学
生们一起度过三天快乐的暑假生
活。
一来到居委的活动室，来自南
投县暨南国际大学学生柯季玮和新

北市淡江大学大学生许原恺就很快
“融入”了居民区暑期学校的大小学
员之中。为了让两位台湾大学生在
龙华街道三天的暑假生活里，过得
舒心愉快并有收获，在龙华街道办
事处和俞一居民区的共同组织下，
他们不仅听取了由南模中学学生主
讲的《京剧知识》，看望了小区老人
徐莉英、
丁宗贤夫妇，
还参加了美化
社区的公益劳动。
最让两位台湾大学生开心的

队员和相关人员做好后勤保障。
同样费心的还有为运动员准备的
合理健康的餐饮，除了三顿正餐
外，还特地加设了宵夜，菜谱全部
经过食药监部门的审核和指导。
入住位育中学的澳大利亚队有清
真餐饮的需求，学校立即着手安
排，清真食堂工作人员认真研究
制定菜谱。精心准备的饮食获得
了队员们的肯定，每每用餐结束，
队员们都会鞠躬致谢。

是，他们还与俞一居民区的初中生
和小学生共同开展了禁毒知识的
比赛，参加了折纸游戏。居民区党
总支书记马瑞娟向他们介绍了小
区居民自治和居民公益活动开展
的情况，并鼓励两岸的学生暑期一
起开展敬老和环境保护的公益活
动。
宝岛大学生的到来，最开心的
要数小区里的中小学生了。这些社
区里的“小弟弟”拉着“大哥哥”问
日月潭和阿里山好玩吗？
“小弟弟”
们还向
“大哥哥”介绍已经有千年历
史的龙华塔和龙华寺，介绍即将贯
通的徐汇滨江美景。

超市装修建插层 亦属违建当拆除
BCD MFG  H前不
久梅雨季节时，长桥街道接群众举
报，称有人趁小区内超市装修之际，
擅自搭建插层影响房屋安全。街道
工作人员接报后，带领同事迅速赶
赴现场查看。
来到现场后，经验丰富的工作
人员一眼就发现，地上除了常规的
装修材料外，还多了很多槽钢。进入

主屋西侧的房屋，
可以看到，
这间昏
暗的房间已被槽钢上下分割，搭出
了一层楼面，搭建面积达 15平方
米。长桥街道工作人员当即责令停
工、拍照取证，
并向在现场的超市负
责人了解情况，
并告知超市负责人，
在房屋内搭建插层的行为，属违法
搭建，应当依法予以拆除。
在工作人员现场耐心的宣教

下，
超市负责人当即承诺，将自行拆
除该处违法建筑，
改正违法行为。
随着
“五违四必”
综合环境治理
的深入，产生的社会效果也日益突
出。街道环境面貌的大幅改善，
让广
大居民的生活和生态空间获得了极
大的改善。长桥街道拆违办相关负
责人表示，在区域外环境改善的同
时，内环境的规范也不能放松。

虽说高层中的一半电梯已经进
行了更换，但其间花费的努力和心
力不可小觑，从决定启动高层电梯
改造项目的 2
01
4年起，已经有 3年
左右的时间了。高层更换电梯的难
点，资金是一大问题。在梅陇五村的
个案里，
是如何解决的呢？资金的解
决，
可以说是难点，
也可以说是一大
经验，首先有赖于业委会和居委会
的紧密衔接和配合。在电梯频频故
障、
决定启动更新后，业委会首先与
居委进行了对接，比如对于老旧电

梯，
政府是否有帮扶政策等，经过进
一步向街道申请，根据相关文件规
定，街道给予了梅五高层老旧电梯
更新专项补贴 25万元。
3部电梯包含安装的总费用需
要 80万左右，其余的资金缺口需要
业主共同出力填平，
怎么办？梅五高
层的房屋属性复杂，
有售后公房、商
品房、租赁房等。因为房屋属性问
题，
更换电梯的资金无法全部到位，
有些业主需要平摊支付电梯安装费
用，
其余近 60万元由金辉物业公司
按建筑面积进行分摊，经测算，
全体
业主按照 19
.
5元 /
㎡的标准进行分
摊付费。在实际收缴过程中，绝大部
分的居民都非常配合，目前 378户
收缴率已达 96.
03%，其中 70号楼
率先 1
00%完成收缴。联系街道相
关部门配合指导，多次召开业主大
会，见缝插针协调沟通，可以说，从
资金的落实到后期的收缴，居民区
的深入工作也功不可没，少不了党
总支牵头和“三驾马车”的共同协
作。
“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切实为居
民解决问题，相信一定会得到居民
的理解和配合。”
陈丽萍说。
6月 3
0日一早，梅陇五村高层
楼栋前就人头攒动，新电梯在这天
启用。超龄“服役”
20多年，已经不
堪重负的老电梯终于“退休”，换上
的新电梯经过安装调试，正式上线。
“老稳的，又快，噪音也小。”居民们
在启用仪式后，乘坐新的电梯上下，
“启动和降落基本没有很大感觉，再
也不会心噗噗跳了。真的要谢谢居
委和业委会，没有他们穿针引线、上
下奔走，新电梯的改造工程不可能
顺利进行下来的。”
居民们说。
记者 ?@A

连接女性白领服务和需求
QRSTUV*WXYZ%[\]^_&`a
BCD MFG NOPH女
性白领服务和需求之间如何“连连
看”
？康健街道继去年成立 2
5个居
民区基层妇联之后，6月 29日下
午，在区妇联的指导下，召开上海
聚科生物园区第一次妇女代表大
会，
成立了本市第一家高科技园区
基层妇联。今后，
区妇联和康健街
道将为女性员工配送
“精准”服务：
“幸福课堂”系列课程、名师讲座、
音乐鉴赏、艺术课堂、技能比拼、沙
龙交流、趣味运动会及女性展演
等，让园区女性乐活工作、享受生
活。据悉，这是群团改革以来徐汇
成立的第三家“三新”
（新领域新阶
层新群体）组织妇联，之前的两家
是律师界妇联和铭言菜市场妇联。

据了解，上海聚科生物园区是
徐汇区人民政府和中国科学院上
海生命科学院研究院于 20
03年联
合创办的专业生物技术产业孵化
园区，其中桂平路 333号为园区二
期，有 4
0多家生物研发企业、4
00
多名女性。
据悉，当天 49名女性代表通
过选举，
产生园区妇联第一届执委
会主席 1人、副主席 3人，执委 13
人。会议同时为上海聚科生物园区
妇女联合会、上海聚科生物园区妇
女之家揭牌。今后站点将探索以街
道建组织、搭平台、送服务，第三方
社会组织进行管理运作的形式，借
势借力，
让园区女性感受到妇联是
贴心、有情、
有力的
“娘家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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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梅：确保年内完成生态整治任务
BCD MeD f u ! v
FG ?@AH地处桂林路西侧、蒲
汇塘北侧，占地约 15亩，建筑面积
达 96
12平方米的一处违法建筑，通
过虹梅街道协同辖内城管、市容等
单位的有效协调和共同努力，7月 4
日在区拆违办的支持下，被顺利拆
除。
据悉，该处被拆除房屋地处桂
林路 75
0号，产权属上海某实业有
限公司所有，长期被两家公司租赁，
从事和经营废品回收和汽车修理等
业务。虹梅街道方面表示，根据市
委、市政府提出的
“五违四必”精神，

着力完成区委、区政府 2017年生态
环境整治工作，街道自年初开始，积
极推进桂林路 7
50号地块违法搭
建、违法经营整治工作，并为此专门
成立专项整治工作组，制定了桂林
路 750号地块拆违整治工作实施方
案；同时积极与华泾镇、产权所有公
司沟通协商，确定该处违法建筑将
由公司负责于 6月底前完成地块内
的清退工作，同步做好拆违工作的
一切准备。7月 4日，虹梅街道组织
队伍对其实施拆除，这一长期困扰
该地区的违法建筑，终于被定点、定
时、定目标拆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