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

条例 》 即将在今年 7 月 1 日起

施行， 居委会也要配合有关部门
做好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和分类投

放的组织、 动员、 宣传、 指导工
作

荩 居委会的工作被誉为“上

面千条线， 下面一根针”

记者 王湧 摄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居委会的图章有多难盖？ 居委会干部减负是否落实到位？ 化解社区矛盾还有哪些新招？

《上海市居民委员会工作条例》 （以下简称 《条例》） 自 2017 年 7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 这是全国首次以工作条例的立法形式， 创制出台的有关居委会地方性法
规， 近两年过去， “小巷总理” 们眼中的 《条例》 给社区带来了哪些变化？ 社区还有什么问题需要破题呢？ 日前， 10 名 “小巷总理” 齐聚一堂， 共话社区治理中的

难点问题。

记者了解到， 市人大常委会已经启动 《条例》 执法检查， 今年 7 月， 市人大执法检查组将形成报告草案， 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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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难盖 信息孤岛难破 专业人士缺乏

“小巷总理”眼中的社区烦心事

盖不盖章都愁人

烦恼一

随着社区事务越来越繁杂，

居民们的需求也变得越来越丰

富， 光靠居委会干部的 “单打独

斗” 显然有些捉襟见肘。

静安区洛善居委会主任顾晓

燕说起了不久之前发生在社区的

一件小事 。 一位居民告诉顾晓

燕， 三周前的一天， 夫妻俩买了

很多东西回家。 把东西搬到楼道

的时候， 落下了一双鞋子。

凭白丢了一双新鞋子， 让这

对夫妻非常窝火。 于是到监控室

看了监控。 监控显示， 他们回家

之后， 有一名运送垃圾的清扫员

捡到了鞋盒。 录像中， 清扫员打

开了盒子， 但监控无法确认当时

盒子里是否有鞋子。 居民为此追

到了垃圾厢房， 清扫员表示只是

捡到了一个空鞋盒， 以为是居民

扔出来的垃圾， 于是， 将其放到

了垃圾运送车上。

但居民却不认可这个说法，

于是在社区中散步清洁工是小偷

的言论。这让清洁工羞愤难当，认

为居民侮辱了自己的人格。 顾晓

燕又询问了当时的目击者， 一名

水电师傅证明，清洁工回来时，他

也正巧在现场， 并未看到鞋盒中

有鞋子。一时间该事情成为了“罗

生门”。“我们对看视频没有经验，

所以很希望能有民警这样的专业

人士来帮我们断一下案， 也能化

解社区矛盾。 ”顾晓燕说。

专业性在社区工作中的重要

性日益凸显。 黄蓓表示， 过去居

委会在引导组建业委会的工作当

中， 往往会把一些热心的人选进

来， 但是热心的人不代表他的能

力就强， 所以带来了这批热心人

组成的业委会进行小区的治理过

程当中会出现一些因为能力缺失

带来的问题。

而 《条例》 提出的五大委员

会建设中， 物业环境委员会在实

践操作当中就能够很好的弥补能力

不足所带来的问题。 “在组建社区

物业环境委员会的过程当中， 很多

有能力的人不是业主， 但是可以参

加环境工作委员会， 来帮助业委会

完善工作 ， 而且因为参与的人多

了， 矛盾就会减少。” 黄蓓说。

同时， 社会组织参与工作的情

况成效也是非常显著 。 据黄蓓介

绍， 以前在商品房小区很多的业主

最大的质疑是维修资金的使用。 但

业委会都不是财会专业人士， 加之

可能又是老同志对于相关的政策，

规章都不是很了解， 在工作中难免

会出现一些纰漏。 “我们现在引进

了第三方的审计审价单位， 能够从

一定程度上规避这个问题。” 黄蓓

说， 现在引进了第三方组织后， 社

区在做工程之前， 都会由第三方对

报价进行审核， “有这个征询以后

业委会开展工作质疑声小了很多。”

黄蓓说。

“有些章不敲吧 ， 老百姓不高

兴， 敲吧， 自己也是心惊肉跳！” 徐

汇区梅陇七村居民区党总书记陈雪艳

的话题就从居委会的敲章问题开始。

她表示， 居委会工作条例在老百姓中

知晓率还不够高， 最凸显就是关于居

委会出具证明的问题。

按照 《条例》 第二十八条规定，

应当建立居民委员会出具证明事项的

准入管理机制， 制定居民委员会出具

证明事项范围清单，将法律、法规明确

规定以及经审核批准的政府职能部

门、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需要居民

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事项， 纳入清单范

围。 对清单以内的事项， 居民委员会

应当依法出具证明； 对清单以外的事

项， 居民委员会有权拒绝出具证明。

但要做到这条却着实不易。 “我

们知道清单是什么， 但是对于老百姓

和相关单位 ， 社会组织是不太清楚

的。 ”陈雪艳说，居委会经常会碰到的

银行、律师打官司，家属要求进行关系

证明。“我们一旦出具证明就要承担一

定法律效力，也不敢随便出具，但是老

百姓也不清楚这些东西如果不找居委

会应该找谁开， 还有很多单位会踢给

居委会，让我们接盘。 ”陈雪艳说。

陈雪艳的烦恼也是很多居委会共

同的烦恼。虹口区幸福村居委会主任、

党总支书记李祎涛就在去年遇到了一

件棘手事。 一位居民家属要办理公证

事项证明， 要求居委会盖章证明该居

民无子女。 “但这位居民早在 20 多年

前就已经去世了， 我们只能证明他是

独身，但他在外是否有子女，我们并不

清楚，自然也不能盖章证明。 ”李祎涛

也因此被居民家属闹了整整一天。 李

祎涛表示因现在人口流动大， 对于基

层居委会来说核实有着不小的困难，

因此很多证明都没有办法盖章。

长宁区仙霞新村街道水霞居委会

主任曹辉说， 很多居民的盖章事项都

是介于 “灰色地带”。 “居民遭到拒

绝后， 也确实没有部门可以解决 。”

为此曹辉建议将清单进一步细化， 对

“灰色地带” 事项进行明晰界定， 让

居委会盖章合法合情， 也给无法盖章

的居民指明一条解决之道。

信息孤岛如何破

烦恼二

要给基层减负， 信息化手段必不

可少。 在座谈会上， 不少居委会干部

关注起信息共享的问题。 静安区共和

新路街道嘉利居民区党总支书记黄蓓

说起了工作中的一个困扰： 信息共享

只上不下， 居委会在向公安、 民政等

部门上传了很多基础信息后， 政府部

门的信息库却难以向社区开放。

据了解， 《条例》 第三十六条规

定， 市和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和完善

居民区综合管理和服务信息平台， 收

集、 整合居民区基础数据， 实现信息

资源共享， 为提高居民区服务和管理

效率提供支撑。 但不少居委会干部反

映信息孤岛的现象依然存在。

陈雪艳所工作的小区外来人口众

多， 对流动人口的信息采集就成为了

居委会的一项重要工作。 “采集信息

不断的更新以后， 会有和我们的户籍

底册产生矛盾和冲突的地方， 派出所

把信息收集了以后是不愿意把底册给

我们的。” 陈雪艳说， 居委会只能自

己上网络平台查， 但是也无法查阅到

完整的底册， 遇上网络掉线， 居委会

的工作更是手忙脚乱。 “比如说居民

家漏水、 火灾、 家里面有老人摔倒了

没有人进去， 恰好网络又打不开， 给

我们的工作增添了许多不必要的麻

烦。” 陈雪艳说。

“我们居委会现在通过信息平台

上传很多的数据与调研问题， 但数据

上传的最终受益的不是居委会， 可能

是各个部门。 如果我们上报的信息材

料最终能够反馈给我们的居委会， 让

我们也能够留下来相关的痕迹和资

料， 这才算实现信息共享。” 黄蓓说。

曹辉也认为， 居委会很多工作看

似在反复做， 没有效率， 原因就在于

信息平台没能打通。 “公安是自己的

权限， 民政也有权限， 这些信息我们

都是查不到的， 居委会的办公效力难

以提高， 这也是居民对我们居委会的

垢病之一。” 黄蓓认为， 信息平台的

内容一定要与基层共享， 而现在共享

这块做的还不够， 尽管各个部门都已

经认识到这个问题， 但黄蓓希望这方

面能够有进一步的共享。 “现我们上

报的大调研的资料也好， 还是一些独

居老人数据， 报上去以后就结束了，

如果再有一个信息的反馈， 甚至于街

道， 政府部门掌握的另外一种信息，

都可以通过这种形式主动反馈给我

们， 这样今后我们的工作压力应该会

降低， 因为我们第一时间能够得到专

业的数据。” 黄蓓建议说。

《条例》 中还规定了居委会可以

组织居民对供水供电供气环境等公共

单位进行评议。 市人大代表、 静安区

大宁路街道宝华现代城居民区党总支

书记李华指出，信息资源无法共享，令

基层对于有些部门并不了解， 也就使

得评议流于形式。“对于不了解的部门

打勾的话，就会乱打。我以前也打了很

多听也没有听过的部门。”李华对此颇

感无奈。 “我们信息资源无法共享，如

果我们共享到了信息， 这个分数和绩

效就可以实实在在打上去， 而目前这

一点是做的远远不够的。”

盼专业人员来助力

烦恼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