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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武太工贸有限公司遗失车辆运输证和道路运输经

营许可证，编号：沪金 310116002946，车牌号：沪 HYL106，
声明作废。

陈建良遗失枫泾和平街29号租房凭证，特此声明。

张益飞遗失原钱圩镇东街 4 弄 2 号现门牌号已更改为

金山卫镇建圩路20弄6-临号房屋租赁凭证，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Jinshanchao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

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

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

班上提出，“面对波谲云

诡的国际形势、复杂敏感

的周边环境、艰巨繁重的

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

必 须 始 终 保 持 高 度 警

惕”。这就需要居安思

危，防微杜渐。

所谓“居安思危，思

则有备，有备无患，敢以

此规”，意思是处于安乐

环境中，要想到可能会有

的危险。这是历史经验

的昭示，是人类生存的重

要智慧。做到居安思危，

要有忧患意识。忧患意

识是党一以贯之的重要

理念。忧患什么呢？对

人民公仆而言，绝非是忧

位子不高、俸禄不厚、谋

私不足，而是忧国忧民忧事业，如范仲

淹说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

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

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

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矣。”忧

患意识不是悲观主义和厌世主义，而

是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居安思危，要有底线思维。任何

工作都要作计划，有设想，实现计划、

设想需要避免风险、失误的扎实举

措。底线思维作为一种托底思维，起

着“最起码保证”的作用，它注重对危

机、风险的防范，从最坏处着眼，做最

充分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

绝不能把设想、计划、理想作为现实，

掉以轻心，浮躁以对，否则，必生危机，

损害事业。

居安思危，要有创新精神。当前，

我国改革发展稳定，经济形势良好，但

也面临不少困难和风险。化解矛盾，

防范风险，实施人民真正需要又切实

利国利民的改革，推进全面协调和谐

的发展，需要不拘一格的创新精神。

坚持居安思危，防微杜渐，我们才

能从容应对挑战、赢得战略主动，引领

新时代新征程的航船破浪前进，胜利

驶向光辉的彼岸。

我与小说家丁旭光的相识可追溯到

八十年代年中期。那是个“文青”盛行期，

与许许多多狂爱写作的文学青年一样，那

时我与旭光兄，也憧憬着有朝一日能成为

让人敬仰的作家……

彼时，旭光兄是上海水泥制管厂里一

个默默无名的小工，我是一个在街道工厂

上班的小财务。春末初夏的一天，旭光兄

到我上班的地方来看我，我们聊与文学写

作有关的话题。时近午餐时间，我与旭光

兄在路对面的一家小店里点了两份咸菜

肉丝面。热热的汤仿佛我们热热的文学

心，长长的面犹如我们漫长的写作路。

此后，因平庸久无建树，我早早马放

南山，终止了文学写作征程。缘此，我与

旭光兄一别三十多年未通音讯。几年前，

我因一篇感悟短文刊发在《新民晚报》上，

重燃起写作热情。已近耳顺之年的我重

拾“文青”旧梦，又开始尝试写作、投稿。

漫长的岁月积淀，使我三四年内在全国各

地近百家报刊杂志上发表了数百篇诗文。

因为写作，我与很多文友结缘、续

缘。丁旭光也通过报社找到了我。今天

的旭光兄今非昔比，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在

小店里和我一起吃面的小“文青”了，他茁

壮成了文坛的参天大树，获取了诸多奖

项。早在 2004 年，上海市作家协会小说

专业委员会就专门为他举行了“丁旭光作

品研讨会”，可见其作品的质量和影响力。

旭光兄是一个极其看重时间的人。

他现在有两处住所，一处在市区打浦桥，

一处在奉贤泰日镇，他的大多数文学作品

创作都是在他奉贤泰日镇的别墅里完成

的。旭光兄告诉我：他在两地住所往返

时，时常采用小半路程自己开车，大半路

程坐地铁的方式（轿车停在他计划好的停

车处），这样他可以充分利用坐地铁的时

间看书。这样的计划和勤奋是我不曾想

到，也学不来的。

2018 年上海书展上，旭光兄的签名

售书点是当日书展上最火爆的场所之一，

一条长长的书友队伍在等候签名。当我

依次走到签名桌前时，旭光兄忙得都没空

招呼我一声……

旭光兄是一个重情义的人。自从我

俩在网络上互加微信后，他总是在百忙中

浏览我写的小文章，给我点赞、给我鼓励。

日月如梭。如今，我们都已步入了花

甲之年。三十多年后的第一次相会，不是

在人气餐店或是雅静咖啡屋，而是在公园

的茶室。我们两个不忘文学初心的老人

阔别重逢，继续交流对文学写作的挚爱。

旭光兄说：“这里环境美，茶室也安静。”他

今年有两部长篇小说要定稿交出版社。

我说：“你时间这样宝贵，我们以后空时再

叙吧。”重情重义的旭光兄却坚持要与我

畅谈一下午！

惜时如金的旭光兄这样浪掷他宝贵

的时间，是因为他和我一样，心底对那碗

面十分怀念。

小时候，祖母和爸妈会在每年

除夕给我们姐弟妹三人压岁钱，虽

然不多，但我们却很快乐。随着年

龄的增长，我们的压岁钱从五毛变

成了一元、两元、五元、十元……祖

母和爸妈把压岁钱用红纸包起来

送给我们。那时候，我们不懂为什

么大人要给孩子压岁钱，又为什么

要用红纸包着。直到我读了中学

后，才知道压岁钱是我们汉族的年

俗，有辟邪驱鬼的寓意。压岁钱最

初的用意是镇恶驱邪，因为人们认

为小孩容易受鬼祟的侵害，所以用

压岁钱可以压祟驱邪，帮助小孩平

安过年，祝愿小孩在新的一年健

康平安、开开心心。

等我长大成人有了自己的儿

女后，祖母和爸妈在过年时就开始

给我的子女发压岁钱。他们用的

不再是红纸，而是红包了，红包上

有金黄色的“福”字或“大吉大利”

四个字，显得有文化、有年味。他

们希望孙辈们得到压岁钱后能够

顺顺当当、平平安安地度过一年。

十余年前，祖母病故身亡。父亲去

年七月不幸遭遇交通事故去世。

这两年，近古稀之年的母亲依然在

过年时给孙辈包压岁钱。这些小

辈对压岁钱充满了期待和乐趣，就

像小时候的我。

猪年春节前夕，我带女儿乘公

交车回漕泾老屋的途中，忽然想起

小时候祖母和爸妈给我们压岁钱

的祝福——健康平安。我萌生了

给母亲和岳母（岳父已不幸于三年

前病故）包压岁钱的想法。我发微

信告知了还在单位上班的妻子，妻

子非常赞同。就这样，我在红包里

放了 2000 元，写上“祝妈妈新年快

乐，身体健康，猪年大吉，心想事

成！”的祝福语。春节时，我和妻子

把红包分别送给了母亲和岳母。

两位老人都说不要，但我们坚决让

她们收下。女儿也在旁边乐呵呵

地说：“奶奶要收下啊！不用客气

的。”母亲和岳母相顾一笑，只能收

下，她们的脸上洋溢着惊喜和幸

福。看到她们快乐的样子，我感到

自己做了一件正确的事。

古人云：“百善孝为先。”在中

国历史上，压岁钱分两种：一种是

长辈给小辈的，期望小辈健康成

长；另一种就是晚辈给老人的，希

望老人平安长寿。给母亲和岳母

压岁钱，不仅代表着我们对长辈的

一片孝心，更代表着后辈对长辈的

深深感恩和祝福。我想，过年了，

在我们给孩子压岁钱的同时，也应

该给老人准备压岁钱，让老人过个

快乐幸福年！

从明年起，我们准备在除夕夜

让女儿送红包给她的两位奶奶，提

醒她对长辈要心怀感恩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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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告

根据发展规划，上海合全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拟取消现有厂区（北区）二甲基哌嗪酒石酸盐和双

环甲酸生产项目，调整为药品商业化验证，并增加

工业性放大实验内容。同时，在南侧新增 40亩地

上新建研发大楼及配套设施，进行新药研发（小试

规模）。

项目选址在金山区工业区，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及金山工业区产业定位，符合清洁生产原则，建成

后可实现达标排放，排污总量指标明确，区域环境

质量等级不改变，环境风险可接收。在落实本报告

所提各项环保治理、环境风险防范措施以及“以新

带老”措施的前提下，项目建设从环保角度可行。

现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法》，征求附近居民和单

位对项目在环保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联系方式：上海

合全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蔡主任，021-67256808，
E-mail:cai_ai_xinghuai@wuxiapptec.com；上海环；

上 海 环 科 环 境 评 估 咨 询 有 限 公 司 ，姚 工 ，

021-64698168，E-mail:yaoy@jkenvc.com。项目更

多信息详见上海企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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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己亥年正月十一

本报讯 （记者 金宏 见习记者

朱悦昕）2 月 13 日，区大调研总结和

推进会举行。区委书记赵卫星出席

会议并强调，新一轮的大调研工作更

要凸显“发展围着企业转、民生围着

群众转、党建围着基层转”的工作主

线，更加扎实有力地推进大调研工作

向常态化制度化迈进，使大调研工作

在干部受教育、群众得实惠、社会真

欢迎等方面取得更多更好的实效。

区委副书记程鹏等出席。

赵卫星指出，去年大调研工作取

得的成果令人鼓舞，丰硕的成果折射

的是我区机关干部对党的宗旨的坚

守、优秀作风的促进和工作方法的提

升，值得肯定。新一轮的大调研工作

更要凸显工作主线，把市委要求和金

山实际更好地联系起来，自上而下统

一行动，形成声势和格局，体现两个

全覆盖要求，以“发展围着企业转、民

生围着群众转、党建围着基层转”的

工作主线不断发力。“发展围着企业

转”，就是要围绕企业全生命周期，做

到“有求必应、无事不扰”，帮助企业

切实解决实际问题痛点、堵点；“民生

围着群众转”，就是要增进民生福祉，

与群众面对面沟通，善用群众的语言

与群众交流，让群众感受到党员干部

的真心和温情；“党建围着基层转”，

就是要充分激发基层的活力，为基层

工作减负松绑，深入健全基层组织的

功能，进而以党建引领带动各项工作

的开展。

赵卫星强调，要更加扎实有力地

推进大调研工作向常态化制度化迈

进。各级干部要在“真调研、真发现、

真解决”上下功夫，要坚持把问题导向

贯穿始终，在发现问题上增强敏锐性，

在研究问题上增强精准性，在解决问

题上增强主动性，补足不平衡不充分

的短板；要坚持把领导带头贯穿始终，

坚持以上率下、示范引领，牵头解决复

杂重大问题，严格落实数量要求，不断

提升工作质量；要坚持把制度保障贯

穿始终，以“四张清单”为抓手、大力组

织推进各项工作，以微调研报告等形

式促进成果转化。新一轮的大调研工

作要按照深化落实年的工作要求，高

标准、高要求、高质量地推进大调研常

态化制度化，使大调研工作在干部受

教育、群众得实惠、社会真欢迎等方面

取得更多更好的实效。

记者从2月13日举行的金山区大

调研总结和推进会上获悉，过去一年

多来，金山全区共开展调研30.2万次，

覆盖各类对象37万个（户），搜集问题

3.5万个，其中3.2万个已解决，解决率

达到 93.2%，同时，在破题解难中，还

建立起了 864 项制度。下一步，金山

将坚持“发展围着企业转、民生围着群

众转、党建围着基层转”的工作主线，

推进全区大调研进入常态化、制度化。

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跨地

区、跨部门、跨事权的“三跨问题”，它

们滋生于管理“灰色地带”，往往是大

调研中的“硬骨头”。大调研工作启

动后不久，金山探索建立大调研复杂

重大问题统筹协调推进制度，明确

“三跨问题”的流转路径和处理流程，

以一张“流程图”破除“九龙治水”现

象。到目前为止，金山大调研共发现

109 个区级层面复杂重大问题，目前

已解决79个，解决率达到72.5%。

2个月“会诊”
治好数十年“沉疴”

矗立在村路田边的电线杆，多年

来始终是金山星火村村民的一块“心

病”。该村共有大大小小 115 根电线

杆，有的位于田埂农宅旁，有的在村

路中间成为“拦路杆”，给村民出行造

成不便，而且影响村容村貌。去年 2
月，金山区建管委在大调研工作中了

解到，这 115 根电线杆中仍在使用需

要搬移的有 81 根，属于废弃空杆需

要拔除的有 34 根，大多已经存在数

十年之久。

那么多影响村民生活的“高龄”电

线杆，为什么经年累月没能得到整

治？调研发现，“杆出多头”没有统筹

协调部门，是问题的“症结”：电力杆线

由国家电网金山公司管理、通讯架空

线由区科委管理、东方有线由区文广

局管理，全区缺少牵头单位统一管理

电线杆。

“这一问题由区建管委上报到区

大调研办公室后，被确定为典型的‘三

跨’问题。金山立即启动复杂重大问

题处理机制，该问题迅速进入上报、流

转、解决流程。”金山区大调研办公室

相关负责人介绍说，金山于去年 4 月

出台《大调研复杂重大问题统筹协调

推进制度》，依照这张解题“流程图”，

该疑难问题首先进入上报环节，在区

相关会议上由区领导明确统筹协调、

推进解决的责任分工；随后进入流转

环节，协调单位对问题进行全面深入

了解，“锁定”问题办理的协同单位、时

间进度、阶段性工作等；最后是推进解

决环节，协调单位依据授权发挥牵头

协调作用，协同单位积极配合，多方攥

起拳头形成解决问题的合力。

一张“流程图”走下来，久拖不决

的电线杆乱象很快抓到“药方”。去

年 4 月，星火村架空线整治工作启

动，按照“谁家孩子谁家抱”的原则，

区建管委协调各架空线权属单位开

展整治。仅 2 个月时间，整治工作全

面完成。“整治后，家门口两个杆子都

拆掉了，现在开车安全多了，转弯空

间也大了，”说起这一变化，村民马天

林连连“点赞”。

在破题解难中
864项制度建立起来

“三跨问题”多出现在管理“灰色

区域”，甚至“真空地带”，通过大调研

解决复杂重大问题的过程，往往也是

推动建立健全体制机制的过程。

消除劣五类水，是金山治水工作

的重点。问题在河道、根子在岸上，其

中，沿河畜禽养殖是河道主要污染

源。去年，金山区委书记赵卫星在调

研中发现，部分河道沿岸畜禽养殖问

题突出，对水环境的影响较为明显，而

缺乏规范畜禽散养的政策是问题的

“病根”。对此，区河长办、区农委、区

水务局等跨部门“三堂会审”，充分商

讨对接不规范畜禽养殖的整治问题。

去年10月，金山出台规范农村家庭养

殖行为指导意见，为全区规范家庭养

殖行为、减少养殖面源污染提供了制

度支撑。意见明确，今年 3 月底前全

面完成生猪退养和家禽限养，每户养

殖家禽不得超过15羽，其中水禽不得

超过 5 羽，同时河面及河道陆域控制

线6米范围内禁止养殖家禽。到去年

11月底，金山已经提前全面彻底完成

5.5万余头散养生猪的退养工作。

据悉，去年一年，金山各调研主

体通过大调研共建立 864 个诸如这

样带动全局、惠及长远的政策机制，

破解了一批具有普遍性、全局性、根

本性的问题。比如，金山区信访办破

解由于停发宅基证引发的户籍无法

落地或迁入问题、金山区司法局通过

建立村埭级公共法律服务点精准对

接群众法律需求、金山公安分局“线

上”“线下”相结合破解外卖送餐行业

交通管理难题、金山区妇联建立“鑫

之家”家庭教育指导服务项目打通了

家庭教育“最后一公里”……

金山还将大调研工作中形成的

好经验、好做法固化成为常态长效机

制。该区在区级层面共出台 6 项常

态长效机制，包括《金山区区领导定

点联系基层工作制度》《金山区领导

联系企业制度》《金山区领导干部基

层调研日制度》等，各调研主体形成

各门类常态长效机制共计91项。

“沾着泥土”的调研手记
见证干部作风“刷新”

脚下有泥，自然笔上生花。去年

大调研工作启动不久，金山就推动全

区干部用脚板丈量民情，用手记记录

感悟。金山区领导带头将调研过程

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悟撰写为调研

手记，全区各级干部纷纷走到基层、

下沉一线，全年共撰写 405 篇调研手

记。“正因为调研干货满满，所以回到

案头有强烈的写作冲动。撰写过程

是对调研工作的咀嚼和提炼，又推动

下一次调研更有深度和针对性。”一

位金山基层干部告诉记者。

一篇篇带着泥土芬芳的调研手

记，字里行间蕴含着与群众的血肉联

系。“处罚不是目的是手段，通过执

法，提高企业乃至社会公众的环保意

识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这是金山

区环保局局长刘雪峰在去年年初赴

企业生产一线调研后，在调研手记中

记录下的切身感受。去年以来，金山

区环保局在开展环境治理的基础上

更加注重疏堵结合，组织专业人士走

进企业提供技术指导，跨前一步帮助

企业整改相关问题。金山区文广局

局长陆引娟在调研手记《去基层调研

要带点“强迫症”》中写道：“艺术团的

文艺骨干马昌瑞提出了‘专业性文艺

指导不够’的老问题……老问题怎么

彻底解决，需要有标本兼治的新方

法。”此后，区文广局探索建立名家工

作室基层联系机制，同时积极联系市

文联、上海戏曲艺术中心等市级机

构，让市级文艺院团与金山基层村居

帮扶结对、文化共建。

对前一轮大调研工作的总结，也

意味着今年金山大调研工作“集结

号”正式吹响。今年，金山将更加聚

焦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典型性

问题、企业和群众反映强烈的普遍性

问题等，在深入走访的基础上，科学

研究分析，总结出其中的共性特点和

规律，优化完善政策举措，建立健全

工作制度，以点带面推动问题解决。

“今年，金山将坚持‘发展围着企业

转、民生围着群众转、党建围着基层

转’的工作主线，继续将大调研作为

挑重担子、啃硬骨头的看家法宝，在

锤炼过硬作风中推动工作有效落实，

加快构筑金山发展的战略优势。”金

山区委书记赵卫星表示。

解放日报记者 黄勇娣
通讯员 宗晨亮

赵卫星在区大调研总结和推进会上强调

推进大调研向常态化制度化迈进

搜集问题3.5万

个，解决率93.2%，建

章立制864项……过

去一年多来，金山大

调研成果丰硕，啃了

不少“硬骨头”。成绩的背后，展现了金

山干部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彰显了为民

谋幸福的责任感。

扎扎实实的调查研究是解决问题

的前提。大调研没有终点，此次会议

既是总结，又是推进。我们要在调研

的力度、深度、广度、温度上进一步下

功夫，直逼“痛点”“难点”，让企业有认

同感，让百姓有获得感，让金山有幸福

感。

“发展围着企业转、民生围着群

众转、党建围着基层转”，既是认识

论，也是方法论。只要我们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把功夫花在平时，把民

生系在心头，就一定能在奔跑逐梦的

路上再谱新篇。

本报记者 洪艳青

金山干部大调研爱跟自己较劲

紧盯“灰色地带”带着“强迫症”下基层

短
评

星火村架空线整治前后对比图

整治前 整治后整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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