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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 居民参与社区自治

共治有着丰富多样的渠道和载

体。究其源起，不得不提上世纪

90 年代始于卢湾区五里桥街

道（现属黄浦区）首创的“三会”

制度。“三会”制度，即在基层党

组织领导下，在街道、区相关职

能部门支持下， 由居委会主持

召集居民先后举行听证会、协

调会和评议会， 实现社区重要

民生项目 “事前听证、 事中协

调、事后评议”。

“三会”制度构建起一个相

互关联的“闭环”，有效激发起

基层党组织领导的群众自治活

力，推动广大居民有序、高质量

地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决策和

管理， 参与社区建设。 大家对

“三会” 制度的一致评价是：好

用、管用。

上世纪 90 年代，第一批商

品房拔地而起， 大家开始有了

“小区”的概念。与此同时，原有

基层行政化管理模式的弊端逐

渐显现。原来在里弄里“一呼百

应”的居委会干部纷纷遇上“瓶

颈 ”———有些居委会干部好心

办事却得不到好评， 甚至引发

矛盾；更多的是，居民需求和想

法越来越多元，众口难调。

如何合理疏导居民的不同

意见需求、 激发党组织引导下

的基层自治活力， 或者说如何

让百姓呼得应、站得出，成为当

时亟待解决的基层治理难题。

当时， 五里桥街道局门路

上有一条出了名的 “垃圾弄”。

100 米不到的弄堂里， 路面坑

坑洼洼，堆满了来自附近商店、

居民、工地等的各类垃圾，雨天

积水不退，晴天散发恶臭，小摊

贩还在此搭起临时窝棚， 居民

出行苦不堪言。 弄堂周边涉及

好几个商品房小区， 其物业互

相推诿，谁都不愿管。

在街道支持下， 桑城居民

区党工委决定接手这个 “烂摊

子”，为大家修路。修路前，居委

会创新地召开了一次听证会，

把居民们请来，让他们说说“到

底怎么修”。与会的居民代表纷

纷提议， 有的说道路要铺上沥

水彩砖， 有的提出新修道路要

安装路灯， 有的建议取缔路边

利用率低的倒粪站， 有的表示

垃圾厢房一定要更新……街道

和居委会一一听取， 并采纳了

相关意见。修缮中，还请来各方

参与协调，尽快推进工程。修缮

完毕，又召开了一次评议会，施工队、市政环卫等部门来到

现场，接受周边居民关于服务质量和态度的评议。 结果，有

居民当场送来锦旗。 居委会还组织周边居民展开了关于高

空抛物、小区停车、防盗窗安装等问题的讨论，制定公约，引

导大家一起维护好新环境。

五里桥街道桑城居民区党总支原书记魏桂花回忆说，

“三会”制度成功解决了“谁来自治”“自治什么”“如何自治”

的问题， 将居民群众推向社区管理一线， 居民有了民主决

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实现了自我管理、自我服

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 “三会”制度更充分发挥了基层党

组织的引领带头作用， 使基层党组织在群众中有了更多号

召力和威信。

2001 年，卢湾区（现属黄浦区）在全区规范推广“三会”

制度；2006 年，市民政局发布《上海市居民区听证会、协调

会、评议会制度试行办法》，在全市推广“三会”制度 ；2017

年，“三会”制度被写入新修改的《上海市居民委员会工作条

例》， 成为城市基层党建中民主化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社区治理中焕发出勃勃生机。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市纪委监委部署下半年全市党风
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本报讯 （记者沈竹士）市纪委监委日前召开 2018 年上半年

纪检监察工作会。会议总结上半年工作情况，并对下半年全市党

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进行部署。

市委常委、 市纪委书记、 市监委主任廖国勋出席会议并讲

话。 会议指出，今年上半年，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 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全面落实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市纪委二次全会工作部署，聚

焦主责主业，深入改革创新，坚决履行政治机关责任，强化监督

执纪问责，以昂扬精神状态开展大调研、积极抓落实，监察体制改

革试点工作顺利推进，“四责协同”机制建设持续深化，锲而不舍

纠正“四风”，执纪审查力度不断加大，深化政治巡视巡察，加强派

驻监督，切实履行监督第一职责，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多管齐

下，全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会议要求，要深化学习领会，自觉做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模范践行者和坚定维护者。 要认真对

照中央纪委和市纪委工作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方针，坚持问

题导向，聚焦重点、持续发力，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

发展。

会议强调，要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纪检监察各项工作。要把

落实“两个维护”作为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的根本和灵魂，落实

到执纪审查、调查处置、问责追责等每一项具体工作中。 要自觉

把纪检监察工作放到政治和全局中去谋划和把握， 推进工作从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找方位，从市委重

大决策部署中找定位，把鼓励开拓有为、支持善作能为、问责无

所作为、惩治腐败行为的导向更加鲜明地树立起来。 要按照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三个区分开来”的要求，落实党中央关于进一步激

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 把激励担当与严肃问

责结合起来、统一起来，为敢于担当的干部担当、为敢于负责的

干部负责，最大限度调动广大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要

始终把营造良好政治生态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性基础工作

抓紧抓牢，精准把握“树木”和“森林”的状况，建立一套科学严密

的评价体系，找准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的有力抓手。

着力帮助最可爱的人解决实际困难
今年以来，上海民政、双拥部门深入驻沪部队开展调研

今年以来，本市民政、双拥部门深入驻

沪部队调研，重点聚焦官兵最关注的问题，

着力帮助最可爱的人解决实际困难，切实把

“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落到实处。

“丈夫调防到外地，上海没有亲戚朋友，

就怕遇到急事，孩子病了，连个帮忙的人都

没有……”这是今年农历大年初一，市民政

局、市双拥办调研组赴原驻沪某部队家属院

走访时，几位整建制调防部队留守军嫂吐露

的共同忧虑。

部队调防了，还能按驻沪部队的拥军优

属政策执行吗？对此，相关市领导与市民政、

双拥部门的态度斩钉截铁：“不管部队调防

去了哪里，军人都是为保家卫国作奉献。 照

顾关爱留沪军属家庭，上海义不容辞。 ”

共识很快在市、区两级形成。市民政局、

双拥办迅速会同相关地方政府六次前往调

研，细致听取来自部队、家属、当地街镇、居

委会的意见建议。经过紧锣密鼓的“跨部门、

跨领域、跨事权”协调，有关方面明确，对调

防部队的军人子女入学入托，按驻沪部队同

等政策落实；对于留守军嫂，则通过“关爱功

臣 ”项目发放联系卡 ，由街镇 “双拥优抚之

家” 通过优抚社工或志愿者提供应急服务。

在留守军嫂集中的社区，更是通过建立楼宇

互助小组的方式，确保遭遇突发情况时有人

应急响应、及时提供帮助。 有关部门还商请

市拥军优属基金会对遇到特殊困难的调防

部队家庭给予补助。

今春，又逢退役士兵接收安置高峰。 市

民政局 962200服务热线先后接到三位退役士

兵来电，咨询退役后的就业、教育、社保政策。

咨询的人不多，工作人员也都作了耐心

解答，但市民政局举一反三：上海退役士兵

安置有完善的机制， 每年任务也都圆满完

成，必须政府安排工作退役士兵的安置率连

年保持 100%，为什么还会出现 “政策不知

情”问题？下基层持续调研，问题症结很快浮

现。原来，相关部门重视实际安置，对政策宣

介、普及花的力气少了许多。

改变，就得从现在做起。 市民政局迅速

会同市区两级征兵、双拥、人社等部门提出

对策，抓节点，做好士兵“入伍前”“服役期”

“退役后”三个关口的政策宣介。 首先“关口

前移”， 梳理士兵服役前后涉及的所有政策

和待遇， 编印成册， 在新兵入伍前就细细告

知；其次，主动利用双拥工作平台，把政策指

导送入驻沪部队军营， 消除士兵对退役后就

业选择的困惑；再次是“临场指导”，在士兵退

役后开展综合培训，邀请专家面对面讲解。

就在本月初举办的 “上海市首届政府安

排工作退役士兵综合培训班”上，一位在部队

服役多年的士官高兴地说， 原本自己对政策

只知个大概，为期两天的培训，不仅让自己吃

透了政策，还意外发现更宽广的择业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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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日下，他们戴上厚手套绑扎钢筋
“二哥，过来帮忙抬一下钢筋。 ”

“来嘞！ ”一位黝黑肤色、眼睛晶亮的师

傅吭哧吭哧地跑来，汗水从脸上淌下。 他们

两人一组齐整地慢慢将钢筋搬抬至指定位

置。这样的工作，他们每天要重复几十次，甚

至上百次，一日两吨的钢筋搬运、绑扎已成

为他们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一部分。

这位眼带笑意、从晒黑的面容上无法准

确判断年龄的钢筋工人名叫周勇。由于在家

里排行老二，工友们亲切地唤他“二哥”。 今

年春节过后，他来到这处由上海建工集团承

建的工地工作。 将来，这里将成为勾连虹桥

商务区核心区与国家会展中心（上海）的地

下人行通道。

十年来，每天穿梭于“钢筋森林”

清晨 5 点半，无需闹钟，多年来养成的

“生物钟”让周勇自然醒来。 他掬了一把水，

抹下脸，醒醒神，随后与工友们一起步行至

生活区对面的工地。为了避开正午时分的灼

热阳光，他们早早开工，在大多数市民还处

于梦乡之时，便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只见周勇身姿轻盈地攀上钢筋搭成的

架子，不出几分钟，便从地面蹿到了十多米

深的地下。第一次来到工地的人总会小心翼

翼地低头看看脚下的钢筋台阶，唯恐一个不

慎，便有踩空的危险。 而周勇对于这里的每

级台阶都早已了然于心，他灵活地穿梭在一

根根钢筋竖起的“森林”，熟门熟路。

他不害怕吗？ 在外人看来，这项工作十

分危险，稍不留神便有可能发生意外。 但周

勇只淡淡地说了一句：“习惯就好。 ”这一习

惯，让他一做钢筋工人就是十年。

左手固定住钢筋，右手熟练地用扎钩将

钢筋绑扎扣死。 一分钟不到的时间里，周勇

在空中打了几个漂亮的圈后，便把钢筋绑扎

完成。“一般的钢筋只要打两圈半，大一点的

钢筋就要多打几个圈。 ”周勇告诉记者。

2008 年，周勇从家乡来到上海，从一名

煤矿工转为钢筋工。刚开始学习绑扎钢筋的

时候，常常因发生刮擦而受伤。如今，他的手

指可以灵活地在横竖相间的钢筋上来回穿

梭，仿佛在琴键上起舞。

时间缓缓流逝， 褪去清晨的凉意后，气

温不断升高。 烈日开始炙烤，这些螺纹钢筋

逐渐变得烫手。 在天气最热的时候，为了避

免被炙热的钢筋烫伤，钢筋工们会戴上厚厚

的手套。 但脱去手套的那一瞬间，一双双被

汗水浸泡过的手，泛白得令人心疼。

看似体力活，也需要“最强大脑”

钢筋工，看似是一项不难的活计，内藏

的门道却颇多。 作为建筑物的核心骨架，钢

筋摆放、绑扎的位置、固定方法等都有讲究，

每一道工序都要遵循严格而精确的作业要

求。钢筋工人不仅要会看设计图纸，还要拥有

“最强大脑”，记录下各种不同的尺寸和数据。

周勇刚刚接触钢筋工作时， 看设计图纸

是“一头雾水”。 经过不断请教、学习，他逐渐

成长起来。 如今，不仅设计图纸已难不倒他，

他还能准确读懂记下各种工程数据。每天，周

勇身形敏捷地穿梭在一个个格子组成的钢筋

丛林中，不时把自己记下来的工程数据写在钢

筋上，以便其他工友操作时参考。

工作内容枯燥机械，加之严寒酷暑的室

外作业环境， 许多年轻人都受不住苦转行

了。但周勇十年如一日坚守在这一方小小天

地间，先是习惯，后来变成了喜欢。他面带笑

意地指向不远处的国家会展中心（上海），那

里的地下车库是他五年前洒过汗水的地方。

城市天际线在重新勾勒，而周勇和他的工友

们专注于地下基础工程，他们要为人们构筑

起最安全的城市基底。

凝聚“老战友”，实现“光荣与价值”

退伍老兵顾维忠创办保安公司，吸纳复转军人服务社会

“我刚创业那会儿发了几千本 catalog

（目录） ……现在公司发展得不错， 我希望

copy（复制）这样的经营模式。 ”顾维忠身上

杂糅了不同的风格，说话时会在句子里夹杂

英文单词。 他有一辆“牧马人”吉普，一款以

高大威猛著称的进口越野车，而他用橄榄绿

色重新油漆了车身。 尽管外在炫目，但他的

本质是———自信、强势、雄心勃勃。

这些品质能塑造一个优秀的军人，更能

造就一个生活的强者。

内向的“小镇青年”

“老板”顾维忠说：“我本来是个内向的

人。”如今这已无法考证，但我们可以了解到

他青年时代的两个事实：

他出生在嘉定区外冈镇的农村。这里向

西不到 10 公里就是江苏昆山，向北不到 10

公里、跨过浏河就进入江苏太仓。 顾家的家

境只能算是中下水平，“家里穷，有时会被人

看不起”。

嘉定区是汽车城。顾维忠在汽车零部件

供应商巨头德尔福旗下的工厂当上了一名

操作工，每天在流水线的固定点位重复打胶

带，“手都肿了”。 他没有谈论他的个性与生

活，取而代之的是，他仍能叫出自己的工号、

点位、日工作量，这是一串枯燥沉闷的数字。

三年军旅生涯结束之后， 他回到了工

厂。不久，厂里举办职工团队建设活动，被认

为“内向”的顾维忠，当众唱了一首歌，这令

很多人对他另眼相看。 此后，工厂调他前往

新的岗位，从事与安保、人事相关的工作，这

是他了解外企安保业务的发端。

军旅生涯改变了他

顾维忠在数家外企从事过安保工作。在

一次应聘时， 他的竞争对手都具备本科学

历，而他只是初中文化程度。老板问他，凭什

么相信自己会被选中？他反问：“你是宁愿要

一位不熟悉安保业务的大学生，还是选择我

这样一位专业人士？”老板又问，如何处理一

名违反安全规定的技术骨干？“安全是底线，

我建议开除他。 ”

他得到了这个职位 。 老板说 ： “你很

tough（强硬）。 ”

这种个性的改变当然是在军旅生涯中

发生的。 他是在云南某高炮团服役的。 过往

的报道中，一说他当过警卫员，一说他是教

导队的军训教官。 显然，尽管他未曾担任过

高级军官，但已成为部队中重要的一分子。

令人振奋的改变让他格外铭记部队生

活。 不用说他公司内的迷彩色背景墙，单说

办公室的饮水处， 一排褐色的搪瓷茶杯，握

柄全部指向同一个方向。他的员工是这样巡

逻的：三人成行，按队列行进。

2008 年， 通过自学获得电视大学本科

文凭后，他成为一家世界 500 强外企的安全

主管，月薪过万元。 但仅仅几个月后，他决

定辞职，注册成立一家物业管理企业，寻求

面向嘉定区的外企提供保安服务。

退伍老兵的新事业

选择创业满足了顾维忠重聚退伍老兵、

创造社会价值的愿望。在他承接的第一单安

保服务项目中， 首批保安清一色是退伍军

人，其纪律作风、吃苦耐劳，都得到了雇佣方

的好评。 2015 年，嘉定区双拥办依托顾维忠

的企业建立了区“复退军人创业就业实践示

范基地”， 让一批批复员退伍军人在这里受

到鼓舞和启发。

此后， 顾维忠策划开办了以防拐骗、防

校园暴力等安全教育为主题的青少年训练

营， 退伍老兵在训练营成为青少年的教官。

去年， 顾维忠还成立了一支应急救援队，配

备三辆救援车。 队伍成立以来，积极投身公

益，参加各种医疗救援十余次。 在他的实践

基地，退伍老兵找到了他们的光荣与价值。

■本报记者 沈竹士

人物小传
顾 维 忠 ，

1978 年 生 ，

1997 年 参 军 ，2000 年 退 役 回 乡 ，

2008 年自学拿下本科文凭，之后创办
一家物业管理企业、 一家保安服务企
业，管理骨干中八成是复员转业军人。

2015 年，嘉定区双拥办依托其保安公
司建立了该区“复退军人创业就业实践
示范基地”。

周 勇 技 巧 娴

熟， 他的手指可以

灵活地在横竖相间

的钢筋上来回穿

梭， 仿佛在琴键上

起舞。 随着气温升

高， 这些螺纹钢筋

逐渐变得烫手。 为

了避免被炙热的钢

筋烫伤， 钢筋工们

会戴上厚厚的手

套。 图为周勇正在

高温下绑扎钢筋。

本报记者 袁婧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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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 ”

建军节即将来

临之际， 上海

新四军 “沙家

浜” 部队历史

研究会在上海

佘山西郊庄园

举行纪念建军

91 周 年 座 谈

会 。 现 英 雄

“沙 家 浜 连 ”

代 表 赶 到 现

场， 与原沙家

浜部队老战士

喜相逢， 抚今

追昔思奋进 。

图为新老战士

放飞气球共庆

佳节。

傅国林
摄影报道

■夏日走转改·冲刺进口博览会⑤

顾维忠 （左） 在指导保安队员拳

操训练。 本报记者 赵立荣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