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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奉贤区奉浦街道朱阿姨工作室志愿者和小朋友一起，用一片片闪亮的金片，绣出“喜迎十九大

共建美和强”这几个大字，用实际行动展望美好的未来。 通讯员 王菊萍 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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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讯

让法治精神落地生根、深入人心
——松江区司法局大力推进基层法治建设纪实

□通讯员 薛亮亮

搭建社会化普法平台

近年来，松江区司法局发挥区
域优势，整合社会资源，搭建社会
化普法平台，带动社会各方力量参
与到法制宣传工作中。

2015年，松江区司法局搭建了
“茸城法宣八品”这一新平台，通
过法治讲坛、法治文艺、法治竞
赛、法治阵地、模拟法庭等8个不
同的法治宣传教育活动，形成政府
主导和社会力量参与相结合的普法
教育模式，进一步激发全区普法工
作的活力。搭建活动平台以来，政
府各职能部门、司法机关、企事业
单位、人民团体、学校、社会组织
以及法律服务机构和基层文艺团体

等参与活动的热情不断高涨，截至
目前，这些部门或者单位已开展了
76项体现法治宣传工作亮点和特色
的活动。已有区文联承接法治楹联
征集项目，爱心家园志愿者协会参
与反家暴法治宣传项目，上海丰兆
律师事务所参与企业维权普法百场
宣讲，汤炳生艺术剧团参与百场法
治文艺汇演进村居等。

借助松江大学城的优势，利用
华东政法大学师资力量，充实政府
法律顾问团力量，为区政府推进依
法治区工作提供有针对性的法律服
务；借助松江区委组织部和区委党
校的力量，建立区委党校法治教育
基地，增设法治教育课程，提高领导
干部的法治素养；借助宣传部门的
力量，组建十八届四中全会宣讲团，
在全区开展宣讲 200 多场次；在松

江电视台“茸城之光”开设法治专题
节目；借助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的平
台，开展法治公益广告设计大赛，
并把获奖作品投放到公共场所，很
好地传递和弘扬了法治理念。

建立村居法律顾问制度

上海市律师协会松江工作委员
会发挥自身优势，在区内律师事务
所中择优推荐政治素养高、业务能
力好的律师，最终 25 家律师事务
所的115名律师，分别被聘为全区
301个村居的法律顾问。松江区司
法局着力健全村居法律顾问制度，
积极引导“群众身边的律师”为居
民提供常态化的优质服务，形成了
定期服务、走访服务、固定时间现
场咨询、法治宣讲等服务方式。

松江区司法局副局长陈炳泉介

绍说，村居法律制度的推进落实，
既解决了法治宣传、法律服务的

“最后一公里”问题，也有利于在
第一时间、第一场合化解矛盾，筑
牢司法工作的前沿阵地。自去年7
月开展村居法律顾问工作以来，该
区律师共受理各类咨询 5500 余人
次 ， 参 与 调 处 各 类 矛 盾 1200 余
件，受理民事诉讼代理 73 次，开
展社区法治宣讲220余场，提供法
律援助 50 余次，审核各类法律文
书500余件，各项工作初见成效。

在部分镇的家庭农场主选聘之
年，往往也是矛盾易发的时期。顾
问律师在资格审查、选聘流程、开
票公示等环节上给予村委班子及
时又专业的指导，保障了家庭农场
主选聘依法、有序、平稳进行。

推进社区自治平台建设

村居法律顾问为百姓提供了专
业的法律服务，有效地将矛盾纠纷
化解在一线。一些社区自治平台通
过人民调解、教育引导、参与公益
等方式，着力营造和谐的社会氛
围，成为创新社会治理的一块“金
字招牌”。今年，“老舅妈和谐工作
室”和“幸福老人村”被评为“首
届松江社会建设十大创新项目”。

“老舅妈和谐工作室”是2010年九
亭镇亭源居委会打造的社区调解工
作品牌。多年来，工作室整合社区
志愿者的力量，运用人民调解手段
化解了一系列“法院管不着，部门
管不好”的棘手问题。辖区内的瀛
华苑小区业委会经过近两年的时
间，在去年完成换届，而换届期间
物业公司不作为，造成小区内乱象
横生，业主怨声载道，新业委会便
决定解聘原物业公司，正当经验不
足的新业委会在选物业公司的问题
上一筹莫展之际，“老舅妈”积极
上门听取业主的意见，通过多次参
加多位一体例会，将业主的想法和
诉求传达给居委会、业委会，最终
经过研究讨论，顺利完成了新物业
公司的公开招投标。

目前，松江区共有人民调解工
作室 14 个，60 余名基层调解员默
默奉献在第一线，架起了服务群众
的“连心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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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松江区司法局积极创新矛盾化解和社会治理工作模式，通过搭建社会化普法平台、建立村居法律顾问

制度、助力社区自治平台建设等措施，为基层工作提供全方位、融入式的法治服务，实现了司法行政基层基础资源

集约化、力量多元化、调处快捷化，走出了一条化解基层矛盾和创新社会治理之路。

□通讯员 邵毓琪 陶涛

本报讯“没想到被骗走的钱还
能‘拿’回来，真是太感谢警官了。”
日前，在公安奉贤分局举行的集中
发还部分被盗抢骗财物活动上，被
诈骗了4000余元的戚阿姨，从民警
手里拿回全部损失。

据介绍，今年以来，公安奉贤分
局针对盗抢骗类案件，以“攻团伙、
控串案、打精品”为攻坚方向，重点
研究新形势下盗抢骗类案件新特
点、新态势，通过大数据引领，实现
对盗抢骗类案件的高效有力打击。
在当天发还仪式上，共向居民群众
发放涉案现金 51.7 万元、手机 18
部、电脑8台、数码相机1部、黄金饰
品245.44克及电动自行车9辆。

今年 6 月，金汇派出所接到线
索称：辖区内不少老人在一天内突
然都在银行取款，并称要到某公司
进行投资。这一反常现象立即引起
了警方注意。经过派出所调查，一
家打着“深圳市长者乐园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上海奉贤第一分公司”旗
号的犯罪团伙，谎称公司即将上市
需刷流水，向金汇地区老年人骗取
现金，并承诺日后公司上市后，可得
到该公司原始股。

“就是投资原始股吸引了我，当
时他们还声称能到深圳考察，我不
知不觉被骗了。”受害群众说，因为
之前该犯罪团伙通过发放鸡蛋、保
健食品等方法已经获得了老年人信

赖，共有50多名老人到银行取钱进
行所谓“投资”。

经缜密侦查，公安奉贤分局于
近期成功破获金汇地区“长者乐
园”诈骗案，共追回赃款 48 万余
元。活动中，追回的赃款当场全部
发还给被骗群众。公安奉贤分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说，自“三打击一

整治”行动开展以来，该局多措并
举、重拳出击，成功破获了晟碟公司
黄金被盗案、金汇等地“长者乐园”
保健品诈骗案等一批民生案件，用
破案的实际战果惠及民生。

今年以来，奉贤盗抢骗类警情
同比去年下降 24.9%，奉浦、南桥、
西渡等入室盗窃案件高发区域发案

同比下降 43.5%、36.2%、31.7%。各
类盗抢骗案件总追赃1653万元，追
赃率达到 41%。奉贤警方表示，将
始终以“平安奉贤”为目标，进一步
加大社会管控和治安打击力度，以
实际行动维护奉贤社会和谐稳定、
群众生活安全有序。

奉贤公安集中发还被盗抢骗财物

发放涉案现金51万余元

“东方美谷”探索
知识产权检察保障

近日，奉贤区检察院在伽蓝（集
团）召开“东方美谷”知识产权检察
保障暨监测软件研发座谈会。与会
人员观看了奉贤区委政法委与区检
察院、上海政法学院共同研发的刑
事犯罪风险监测软件以及检察机关
推进公益诉讼的PPT介绍，围绕探
索建立侵犯知识产权犯罪预测预警
预防机制、推进“可丈量行政执法”
监督以及公益诉讼等工作，听取了
企业代表的意见建议，并就加强检
企对接等问题与企业代表进行了深
入交流，受到了与会人员一致好
评。 通讯员 奉言

热烈祝贺仓桥水晶梨荣获第十七届中国绿色食品博览会金奖热烈祝贺仓桥水晶梨荣获第十七届中国绿色食品博览会金奖

□通讯员 武云卿 杨季峰

本报讯 “曹伯伯，今天的章
我帮您盖好了。”“辛苦啦，谢
谢！”——这是日前发生在金山区
山阳镇海欣居委会办公室内的一幕
情景。而笔者看到，盖章之后，曹
甫根老伯的“公益护照”就已经集
满了印章，需要居委会更换新的护

照。
曹老伯是居民区内一位热心的

志愿者。退休后他坚持发挥余热，
利用自己的特长为居委会志愿书写
黑板报。而每次参与公益活动后，
他都带着“公益护照”及时前往居
委会盖章。“能够为邻居们出点
力，是件很高兴的事。虽然我们年
纪大了退休了，但在很多方面还可

以发挥余热。而且适当干些活，动
点脑筋，感觉自己变年轻了。”曹
老伯说。

据了解，“公益护照”是一本
记 录 居 民 公 益 行 为 的 特 殊 “ 护
照”。作为金山区社会建设创新项
目，海欣居委会创新性地推行“公
益护照”，鼓励居民参与社区志愿
服务。并且改变以往“公益等于无

偿”的形式，探索“有偿公益”的
新模式，为推进社区居民自治提供
了新思路。

据悉，社区志愿者通过参加公
益行动获取专属印章，累计达到一
定积分后就可以兑换小礼品。居委
会工作人员介绍说，“公益护照”
实行前，居民们对公益行动的热情
并不高，但自从居委会通过一本小
小的“公益护照”将公益行为转化
为实实在在的奖品后，就有力激起
了众多居民的志愿热情。除了公益
行动可以换取印章，平安志愿者的
日常巡逻、图书管理等行为都可以

兑换印章，换取相应礼品。
随着一个个印章的集齐，一本

本“公益护照”的发放，社区治理
工作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目前，
小区公益队伍正日益壮大，而且更
趋年轻化。“有居民把公益护照在
微信朋友圈上晒出来，于是很多年
轻人就了解了这种公益形式。结果
大家很感兴趣，都来居委会申领

‘护照’，所以现在我们小区的青年
志愿者越来越多。随着这些青年志
愿者的加入，小区的志愿工作越来
越高效了，志愿服务的门类也拓展
了。”海欣居委会社工高兴地说。

金山山阳镇海欣居委会推出“公益护照”激发居民参与志愿服务热情

“公益护照”走出居民自治新路子

松江：老干部听讲座
博士后讲改革

日前，松江区 100 余名离退休
老干部和离退休党支部书记参加了
由该区老干部局组织的《迎接十九
大召开——上海砥砺奋进的 5 年》
的讲座。市委党校副教授、中国社
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博士后李猛讲
述了十八大以来上海的发展变化，
分别从“改革开放取得的重大发展”

“创新驱动发展实现关键突破”“中
心城市功能不断增强”“社会治理创
新走上新路”“民生福祉持续增进”

“党的建设全面加强”和“国际文化
大都市建设成效明显”等方面，对上
海的发展变化进行了详尽细致的剖
析和解说。 通讯员 魏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