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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新泾

八旬老党员递交 11万元“特殊党费”

“等电梯装好了，我们就可以
自己下楼，出去走走逛逛了。”6月
1日上午，新泾镇淞四居民区沁秋
小区 13 号楼年迈的居民们，终于
等到了自己期盼已久的那一刻。13
号楼加装电梯项目正式动工。
而在 6月 6 日，15 号楼加装电

梯也正式动工。“一周两台”，沁秋小
区居民不约而同地聚集在开工仪式
现场，共同见证这一美好时刻。都说好
事成双，当天下午，淞四居民区华松小
区（东区）3号楼也传来首台加梯签
约的好消息。6月8日，沁秋小区淞虹
路715弄10号又新签约一部加装电
梯，越来越多的居民将圆“加梯”梦。
截至目前，整个淞四居民区加

装电梯签约 12台，其中沁秋小区签
约 11 台，已开工 2 台，创下了新泾
镇加装电梯签约数量最多的社区新
记录。淞四居民区集中签约、成片推
进加装电梯背后有什么“秘诀”呢？

邻里合力，搭起幸福阶梯
新泾镇淞四居民区是由华松

（东区）、沁秋、复新 3 个小区组合
而成的动迁及售后公房混合型社
区。共有 37 栋 90 个楼道、1521
户，常住人口达 4110 人。沁秋小区
位于新泾镇淞虹路 715 弄及 735
弄，是建于上世纪 90 年代的老旧
小区，居民们普遍都有加梯的需求。
“再加上沁秋小区加梯条件相

对较好。”淞四居民区党总支书记
周龙介绍说，一梯四户的布局不但
保证了电梯平层入户的条件，4 户
人家均摊加装费用也很大程度上减
少居民资金方面的支出；楼间距宽
阔，最大程度减少因加梯而带来的
楼层采光影响；加之小区本就老人
多、加梯意愿强，因此，淞四居民区
的加梯工作早早就被提上了议程。
然而加梯条件只是前提，居民

的配合度才是加梯能否最终落实
的关键，往往底楼和二楼的业主会
出于采光、楼层问题等原因提出反
对意见。
但在淞四居民区，这些加梯过

程中的共性问题，却在党总支、党员
骨干、居民志愿者的共同努力下得
以解决。12号楼“长寿楼”10天完
成签约、党员骨干带头入户宣传、自
治组组长为邻居垫付资金……周龙
表示，很多老人都说，楼里的年轻人

平时也就上下班乘坐电梯。大家同
意加装、同意出资，其实就是为了楼
里的老人们着想，这样融洽的氛围
和邻里间的互助友爱令人感动。这
些加梯过程中的“暖心故事”在居
民间口口相传着，不但让居民们对
加装电梯工作的总体反映较好，邻
里和谐的氛围也更加浓厚。

头雁效应，化解加梯阻力
随着沁秋小区 13 号、15 号楼

电梯的开工，无形中促使了小区形
成居民热议电梯政策的氛围。其他
楼道居民继而要求加装电梯的呼声
也是愈加强烈。
周龙说：“出资怎么分配？会不

会有噪音？成本高不高？维护贵不
贵？这些居民普遍关切的问题，最终
都会因为这两部电梯的开工与落成
得到答案，也会进一步消除更多人
心中的疑虑。而对于整个小区而言，
这两部电梯顺利动工也是一个非常
具有借鉴意义的范例，希望能够带
动更多楼组，大家一起给老房子
‘动动筋骨’。”

11 台加装电梯签约，沁秋小区
成为新泾镇签约数量最多的小区。
而说起自己小区的加梯经验，周龙
谦虚地总结道，首先是政策有保障，
国家对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的操作流
程愈加规范、补贴愈发到位，加梯工
作有案例参考、有经验学习，不会像
从前那样茫然无头绪。其次是自治
有基础，沁秋小区在早先开展的社
区微更新项目中积累了丰富的自治

工作经验，因此小区现有几台电梯
的加装从方案建立、资金分配、寻找
代建方都是由居民自发组织并协商
一致，大大加快了电梯加装的进度。
三是推进有抓手，小区有一批能干
事、愿干事的楼组长和热心居民，大
家各自发挥出特长、默默奉献，参与
到项目的每个环节中，一起为加装
电梯出谋划策。而邻里有真情，平日
里小区邻里关系和睦，大家相互帮
助、相互照顾，因此加梯工作开展
后，大家能够以己度人，理解加装电
梯是便民利己的工程，很大程度化
解了加梯阻力。
如今，随着小区电梯签约数量

一部部增多，周龙又萌生了将精品
小区改造和加装电梯两项工程叠
加的念头，尽可能避免施工对居民
生活造成的影响，让居民幸福感、
获得感倍增。“只要大家心系彼
此，站在对方的角度多想想，心往
一处使，像加装电梯这样的‘难
事’真的不会难。” （上海长宁）

沁秋小区 1133 号楼开工奠基仪式

沁秋小区 1155 号楼

6月 10 日上午，新泾镇退休干
部党支部党员王锡林，专程将 11.2
万元大额党费交给新泾镇党委，用
这种特殊的方式表达一位老党员对
中国共产党的感恩之情。
2011 年，王锡林在“立志书”

里这样写到，“2021 年是中国共产
党建党 100 周年，为迎接这一光辉
伟大的日子到来。从现在起，我每月
存下一百元作为特殊的党费，以表
达一位共产党员的一点心意。”朴
实的话语、纯粹的初衷、坚定的信
念，让王锡林坚持了 10年。
2017年，党的十九大召开，王

锡林又萌生了一个想法。他要响应
党的号召，打算在过世后再交 10
万元党费，贡献自己的力量！2021
年，随着“建党 100 周年”的到来，
王锡林把这一计划提前了。
王锡林说：“这 10 万元本来就

是交给组织的，今年恰逢建党百
年，提前把这笔党费和这些年来
存下的 1.2 万元交给党组织，支
持国家建设和感恩党的关怀。以

这样的方式来庆祝党的生日，我觉
得更有意义！”
王锡林出生于 1938 年，今年

已经 83 岁了。1961 年至 1967 年
就读于复旦大学，1966 年 4 月，在

校期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是一位有着 55 年党龄的老党
员。大学期间，党组织的培养教育让
王锡林铭记在心。毕业后，他曾在浙
江务过农，在诸翟公社当过组织干

事、宣传委员，在新泾乡担任党委委
员、宣传科科长、有线电视站站长等
职务。无论身处何处、任何岗位，王
锡林都怀揣着对党和祖国的感恩之
心，满怀热忱地完成党交给他的每
一份任务，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倾
注了自己全部的深情和热爱。在职
期间，他荣获上海县先进工作者、上
海市农口先进宣传工作者、上海市
普及法律常识先进个人、长宁区精
神文明建设优秀组织者、长宁区
“二五”、“三五”普法先进个人等
多项荣誉称号，他所分管的文化中
心站被评为上海市特级文化站。
王锡林一心向党、真情为民。上

世纪 90 年代初期，新泾镇域内有
不少贫困户，王锡林了解情况后，第
一时间拿出数千元为他们解决实际
困难。一生为党工作、为党奉献，退
休后王锡林依然严格要求自己，一
直保持着读书看报的习惯，学习党
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每年为退休干
部党支部撰写党课材料，宣讲党课
报告，积极参与社区建设，真正做到

了永葆革命本色。
王锡林说：“我始终牢记入党

誓言——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这位党的好干部用实际行动践行
了一名老党员的初心和使命，彰
显了一名老干部爱党爱国的赤诚
情怀。

王锡林将党费交给新泾镇党委

王锡林““立志书””

新泾镇成立
人民建议征集办公室

为贯彻落实 “人民城市人民
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
把群众平日里的不便、投诉甚至是
牢骚，最终汇集成改进政府工作的
“金点子”，转化成为民办事、提升
城市治理水平的好平台，多途径打
造共建共治共享的新格局，需要进
一步建立健全人民建议征集制度。
近日，新泾镇人民建议征集办公

室正式揭牌成立。区信访办主任黄继
平，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王炜，镇党委
副书记江平出席揭牌仪式，并为10
名人民建议征集带头人颁发聘书。
人民建议征集带头人代表王士

雄发言时表示，对这份职责使命要有
更高的政治站位，有更深刻的理解，
更自觉的行动，带着深厚感情，倾听
民声，广纳善言，汲取民智，积极把广
大居民的困难事、烦心事、创新事、关
注事、建议事、期盼事梳理出来，提出
问题真、症结准、对策实的建议。
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王炜在讲

话中就做好人民建议征集工作提出
三点要求：一是人民建议征集重在
“金点子”，希望人民建议征集带头
人以及与会同志们能更广泛、更有
效、更充分收集民情民意、汇集民智
民力，促进成果转化运用，赋能城区

治理。二是人民建议征集重在“拓
渠道”，要构建人民建议与人大议
案、政协提案信息互通对接机制，整
合大数据，梳理具有全局性、前瞻性
的问题，筛选、提炼具有可操作性的
对策，统一研究、集中办理、分头回
复，避免资源浪费。三是人民建议征
集重在“建智库”，要更新观念，把
提出人民建议的群众视为民间自发
的智库成员，运用激励机制培育热
心人民建议的好市民队伍。
区信访办主任黄继平在讲话中

就新形势下信访工作提出“三个前
所未有”，即对信访事项处理的群众
满意度评价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对
信访事项办理的质量、速度和规范性
考核的力度前所未有；对从人民群众
中寻找城市治理的“金点子”，坚持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的思
想认识深度也是前所未有。
同时，黄继平就如何做好新泾镇

人民建议征集工作强调指出：一是要
把人民建议征集工作纳入社会治理、
城区管理、社区服务体系中去整体谋
划和思考；二是要把进一步完善人民
建议征集工作制度和机制作为重点来
谋划推进；三是要把广泛发动作为做
好人民建议征集工作的重要基础来抓。

新泾镇人民建议征集办公室正式揭牌成立

淞四居民区12台加装电梯集中签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