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片新闻

7上海·专题
2020年 7月 10日 星期五
www.jfdaily.com

责编：唐蓓茗 编辑：白彦平

嘉定区新成路街道嘉源小区业委会的“砍价主任”要“退休”，居民非要让他留任

省钱办好事，他把980元的工程砍到150

“颜主任要‘退休’了？”“颜主任不能走！”

嘉定区新成路街道嘉源小区居民王阿姨
得知这个消息后，马上和相熟的几个邻居跑到
颜主任家里，非要让他留任。

颜主任大名颜立华，2015年 8月当选业委
会主任，这一干就是 5年。5年里，居民叫他“全
能主任”“省钱主任”，还有人叫他“砍价主任”。

市场报价每平方米 160元的工程，他能砍到 50

元；市场报价单价近千元的工程，他能“从脚脖
子上砍”，砍到 150 元，省钱还能办好事，深受
业主们喜欢。

带业主“实地调研”停车难
颜立华原在上海铁路局工作，2014 年退

休，次年被选为业委会主任。怎么管好小区里的
大事小事？对新上任的颜主任来说都是难题。

还没等他想清楚，问题就接踵而来。嘉源
小区是个老小区，原有车位 107 个，但实际车
辆却有近 500辆，没有车位的业主们有的选择
停在对面的体育馆，有的停在道路两旁的停车
位上，还有人辗转停到隔壁小区的临时停车位
上。业主们怨气很多，不少业主因此不肯交物
业费，物业公司也很不满。

面对物业和业主的矛盾，颜立华拍着桌子
说：“车位，一定要扩！”其他居民悄悄告诉他，

修车位没那么简单： 小区在 2013年就已计划
改建停车位，都快开工了，却不了了之。“有业

主阻拦，工程最终烂尾。虽然大多数业主同意
修建停车位，但只要有业主反对，改建停车位
的工程就通不过。”

不同意修停车位的居民， 各有各的理由：

有的怕吵，有的怕乱，有的怕毁绿。“但从小区
整体角度考虑，修车位利大于弊。他们不同意，

我就一家一家去劝，一家一家去做工作。”颜立
华下定决心。

此后一个月，颜立华带着业委会成员挨家
挨户连续上门拜访业主。有的业主一开始不同
意，见他上门说了五六次，终于被说动了。有的
业主有顾虑，颜立华就在晚上带着他在小区里
遛弯“实地调研”，让业主看到停车难的现状，

也把修车位的计划在现场告诉业主，承诺尽量
减少负面影响。最终，这名业主也同意了。

但做居民工作并不能全靠“苦肉计”，也得
讲方法。小区里，有一户人家，自己有停车位，

无论如何都不同意修车位。“我们业委会去做
工作，做不通，我们建议改建意愿强烈的业主
去和他们说。”最终，这对夫妻被说服了。

颜立华说，后来车位改造工程得到全体业
主同意，小区车位从原有的107个增加到440个。

转变思路解决安防问题
“停车难”问题刚解决，又有业主反映，电

瓶车的电瓶被人偷了。得知情况后，颜立华第
一反应是调监控。不调还好，一调就调出了新
问题：“嘉源小区是老小区，探头还是上世纪末
安装的，一共 24 个，只有 6 个可以正常使用。

可小区总面积达 8万多平方米。”

小区公共区域探头与业主们的人身安全、

财产安全息息相关。除了偷窃问题，还有不少
车主反映车辆漆面被划， 因找不到划车者，只
能自己“吃进”。

不过，更换探头的价格有些贵。颜立华通
过物业公司了解到，更换一个探头需要近 5000

元，探头的使用年限一般在 5 年左右，市场上
的探头通常是一年包换， 一年后容易出现损
坏，要请维修人员上门维护。“原先的那批探头
时不时要坏，时不时要请人上门维修，费用很
高，分摊到业主头上，很多人不乐意。”

监控必须到位，价格必须优惠！颜立华开
始进行市场调研。 整个小区需要安装 50来个
探头，除了买探头的费用、安装费用，还有重新
开挖线路的费用，整个工程打包下来，市场上
报价最低的公司也要收费 40多万元。

怎么才能更便宜？颜立华正坐在家里苦思
冥想时，听到家人议论：最近路边的共享单车特
别方便。他脑子里灵光一现：临时租个自行车，

车有了问题还有公司去修。 小区探头是不是也
可以采用这种思路安装？能不能租用探头呢？

颜立华马上与物业协商、 与业主代表沟
通，大家同意后，找到一家能租赁探头的安防
公司，一个探头一年租金不到 1000元，探头 5

年更换一次。“安防公司有利润，小区资金节省
了不少， 探头的工作效率和质量也能得到保
证。”后来，街道方面又给小区另外增加了一批
探头，小区的安全指数大大提升。

为省钱自己动手“做实验”

颜立华的“省钱故事”，还有不少。

嘉源小区里，部分房屋有漏水情况，业主
找物业、业委会要求修复。“市场上的维修公司
报价很高，有的报价每平方米近 200 元，我觉
得肯定用不着的。”颜立华说，“砍价”也要有技
巧，要让人心服口服。他自己去装修市场买防
水涂料，自己模拟维修，计算物料成本、人工成
本，再加上 15%的利润，“实验做下来，每平方
米 50元绰绰有余”。

面对亲自上阵“做实验”的颜立华，有的维
修公司老板摇摇头表示做不下来，走了；有的
维修公司老板话里话外讽刺颜立华， 也走了。

“怎么没必要？钱都是业主兜里掏出来的，当然
要能省则省。”最后，终于有一家公司同意了每
平方米 50元的报价，接下了这单生意。

还有一次，小区里不少住一楼、二楼的业
主反映，路边树木需要修剪枝叶，不然影响房
屋采光。颜立华去和物业公司商量，找了几家
绿化公司，一家公司报价每棵树收 980元修剪
费。“这个价格贵得离谱了。” 颜立华带着业委
会成员最终找到一家启东的绿化公司，把修剪
费砍到每棵树 150 元， 修剪了嘉源小区里的
180多棵树。

嘉源小区的变化、颜立华的努力，业主们
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不过，颜立华却觉得，自
己 66岁了，真要再往下做 5年业委会主任，精
力搭不够，怕自己服务不好业主。

■本报首席记者 茅冠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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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承认，人是我杀的……”

面对确凿证据， 潜逃 33年的吴
某向普陀公安民警坦白交代了
犯罪事实。

上海警方不断加大打击严重
刑事案件力度， 为推进命案积案
侦破工作， 成立工作专班和攻坚
专家组， 统筹各类侦查资源对本
市命案积案开展卷宗、 物证再梳
理、再送检等工作，强化信息研判
并督导命案积案侦查推进， 并积
极运用新型刑侦技术。 在连续 5

年实现当年度命案全破的基础
上， 今年上海警方已侦破历年命
案积案 22起， 抓获犯罪嫌疑人
24人；协助侦破外省市命案积案
15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15人。

2002 年 1 月 13 日 13 时 40

分许，青浦区赵巷镇南崧村方松
公路附近一池塘内发现一具男
尸。经警方现场勘查后确认死者
系非正常死亡，青浦公安分局即
成立专案组开展破案侦查工作。

经走访调查，民警很快查明被害
人系秦某，案发前一晚曾驾驶摩
托车搭载过一高一矮两名男子，

案发后摩托车也不见了。 据此，

专案组围绕嫌疑人特征、疑似被
抢摩托车等线索开展排查，但当
时未能发现有效线索。

随着侦查技术的发展，今年
4月， 借助青浦警方重新梳理该
案线索、 复检现场勘查物证，最
终发现老家河南的张某有重大
作案嫌疑。专案组随即赶赴河南
对张某生活轨迹、社会关系等开展走访，经调查发
现， 当年案发后张某曾在老家骑行过一辆摩托车，

正是案发现场消失的那辆，而登记车主即为嫌疑人
张某。张某现在四川成都经营一家包子铺。5月 8日
12时 30分许，在当地警方协助下，专案组在成都市
温江区某村抓获张某。顺藤摸瓜，警方很快在苏州
吴江盛泽镇某小区抓获另一名犯罪嫌疑人孙某。目
前，张某、孙某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刑事拘留。

1994年 5月 20日， 在奉贤区金汇镇金星村一
棉纺厂的仓库内发生一起故意杀人案，犯罪嫌疑人
尹某民、尹某吾因口角纠纷，用榔头、剁纱刀等将同
厂另两名员工李某、叶某杀害，藏尸于棉花中后仓
皇潜逃。 案件发生后， 奉贤警方经过缜密侦查，于
1999年 9月将尹某吾抓获归案，而另一嫌疑人尹某
民一直在逃。

今年 5月底，奉贤警方在对积案线索重新梳理
时，发现广东东莞一个叫“尹某明”的人与尹某民家
人有联系。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民警敏锐地判断
这个“尹某明”很可能就是尹某民。6月 2日，奉贤警
方派员赶赴广东东莞，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在一
间五金厂内抓获以“尹某明”身份打工的犯罪嫌疑
人尹某民。 据尹某民到案后交代， 案发后他步行 3

个月回到浙江老家，由于没有身份证件，只能一直
四处逃窜，以打零工为生。尹某民现已被奉贤警方
刑事拘留。

科创板新股刷新首日涨幅纪录

盘中涨幅一度超1000%
本报讯 （记者 张杨）科创板刷新个股首

日最高涨幅纪录。7月 9日上市的 N国盾 （下
称“国盾量子”）发行价为 36.18 元/股，当日开
盘价即达到每股 280 元， 较发行价上涨超过
600% 。 之后 ， 国盾量子盘中涨幅一度超
1000%，达到 399元/股。由于涨幅过大，还触发
了盘中临时停牌。 截至收盘， 国盾量子报价
370.45元/股，上涨 923.91%，换手率超过 80%，

成交额超过 40亿元，市值接近 300亿元。

根据招股书显示，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是我国率先从事量子通信技术产业
化的企业，技术起源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
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研究中心的量子信息研
究团队。 公司主要从事量子通信产品的研发、

生产、销售及技术服务，为各类光纤量子保密
通信网络以及星地一体广域量子保密通信地
面站的建设系统地提供软硬件产品，并提供组
网及量子安全应用解决方案。

■本报记者 邬林桦

“埃及萌神”驾到
大英博物馆 “埃及萌神”快

闪店近日亮相上海世茂广场。

此次快闪店为期 4 个月，

围绕大英博物馆最知名的古埃
及文明藏品， 以埃及众神为灵
感，通过年轻化的语义，把经典
的埃及众神转译为可爱的埃及
萌神，上海市民在轻松了解古埃
及文明的同时，还可购买琳琅满
目的周边产品。 图为两名观众
观看展品。

本报记者 孟雨涵 摄

7月 8日， 青岛-上海现代服务业
发展交流与合作对接会在上海举行。

山东省委常委、 青岛市委书记王清宪
在会上指出， 现代服务业具有更大的
产业辐射力、 更广阔的空间覆盖性和
更强大的整合配置资源能力， 青岛要
发挥好在推动国内大循环中的独特作
用，必须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恳望上
海把青岛作为发挥现代服务业辐射作
用、推动国内大循环的重要“中转站”，

通过支持青岛， 来更有力地辐射黄河
流域、辐射北方地区。

来自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新
沪商联合会、上海市山东商会、丝绸之
路总商会、 上海浦东外商投资企业协
会、上海市开发区协会、上海市工业合
作协会、中国船东互保协会、上海市股
份公司联合会、 中欧经济技术合作协
会、 德国联邦中小企业联合会等商协
会组织和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正
和岛、南开大学校友会代表，以及上海
金融、航运、会展等现代服务业企业家
代表共计 500余人，一同参加了活动。

对接会上同步举行了合作项目签
约仪式， 有 2个战略合作项目、21个
投资项目签约，涵盖文化创意、新经济
新基建、金融及股权投资、新零售、互
联网工业总部、商贸物流等领域，计划
投资总额 356亿元。

会后， 王清宪就青岛为何要发展
现代服务业、青岛要打造“世界工业互
联网之都”， 以及营商环境等问题，对
媒体发表了看法。

问：

为抢抓现代服务业发展机遇 青岛来上海交流学习
发展交流与合作对接会签约 23个项目，总投资额 356亿元

在 6月底， 青岛选派了 51名干
部奔赴上海实训，王清宪书记在临行
前的动员会上提出要“利用一切机会
学习鲜活的上海经验、上海场景”。今
天，又在上海举行现代服务业交流对
接会。这一系列举措，青岛是基于什
么样的考虑？

答：上海，从早年的远东第一大城市，到今
天卓越的全球城市，一直是中国发展的一个传
奇。就说改革开放这 40多年，虽然上海在不同
的阶段也遇到过不同的问题，甚至不免有过困
顿，但上海人执着坚韧、创新求变，每一次都能
找到突围的路，一次又一次地成为中国发展的
引领者。

上海和青岛的历史文化、 经济渊源深厚，

上海一直是青岛学习的榜样。习近平总书记赋
予青岛建设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
作示范区、山东自贸试验区青岛片区、融入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一系列国之
重任，突显了青岛在中国新一轮扩大高水平开
放战略中的独特地位。

青岛在国家战略中的定位， 是青岛无上
的荣光，更是青岛重大的国家责任，这意味着
在中国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阶段，青
岛必须成为中国长江以北地区国家纵深开放
新的重要战略支点。 而青岛要肩负起这样的
使命，就必须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因为现代
服务业具有更大的产业辐射力、 更广阔的空
间覆盖性和更强大的整合配置资源能力。上
海之所以成为引领中国发展的龙头， 很大的
原因之一就是现代服务业走到了全国乃至世
界的前列。

2019年， 上海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
达到 72%，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80%，形
成了以现代服务业为主体的现代产业体系。作
为中国最具开放引领力的城市，上海把“上海
服务”作为四大品牌之首，一直致力于“在服务
全国中发展上海”， 体现了为全国改革发展大
局服务的责任担当。上海、青岛携手，必将会为
推动国内南北东西大循环，做更多、更大、更富

有实际成效的事。这也正是我们来上海对接现
代服务业的真切期盼。

与上海对接，首先是人的对接。我们派出
51名干部到上海的现代服务业企业、中介组织
等开展现代服务业专业实训，就是想通过这样
一种方式，建立起青岛与上海现代服务业企业
的内在联系，让他们成为上海企业在青岛的代
理人。

青岛此次到上海学习现代服务
业，能否可以看作是青岛坚定产业转
型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围绕现代服务
业的发展路径和目标，青岛又将如何
发力？

答：去年以来，青岛开始落实“精兵强将
攻山头，典型引路稳阵地”，发起国际航运贸
易金融创新中心建设攻势、“高端制造业+人
工智能”攻势、科技引领城建设攻势、国际时
尚城建设攻势等 15 个攻势，立体、综合、全方
位、内生地“搞活”青岛这座城，青岛发展迈入
了崭新阶段。

产业活，城市才能活，到上海学习现代服
务业，积极推进双方在资本金融、航运贸易、高
科技服务、文化旅游、商务服务等领域合作，加
快青岛现代服务业发展步伐，是我们“搞活”产
业的关键一环。

一方面，这是提升我市服务业发展能级的
需要。服务业已成为我市经济发展当之无愧的
“主引擎”，2019年占 GDP比重达到 60.9%，贡
献了全市 55%的国内税收、79%的投资在建项
目，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70.4%。其中现代
服务业实现增加值 3697.4亿元，增长 7.1%，占
GDP 比重 31.5%。发展现代服务业，通过新技
术、新业态、新模式，实现服务业的现代化，很
大程度上就是推动城市经济转型升级。

另一方面，这也是推动我市制造业转型升
级的需要。 我们提出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不
是减弱制造业的发展力度，恰恰相反，而是要
加快推进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实现
制造业的蝶变升级。

围绕我们的目标，青岛将重点从以下三个
方面发力：一是推动服务业融合发展。重点是
立足青岛优势，围绕航运做贸易，围绕贸易繁
荣金融，以贸易推动航运，以金融推动贸易，

大力提升青岛在航运、贸易、金融领域的全球
影响力，建设国际航运贸易金融创新中心。二
是推动现代服务业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重
点是打好“高端制造业+人工智能”攻势，加快
发展工业互联网，打造世界工业互联网之都。

三是优化现代服务业发展生态。 集聚更多优
质现代服务发展资源要素，为现代服务业发展
提供适宜的阳光、土壤、雨露，提升现代服务业
发展的质量与效益，打造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热
带雨林。

青岛可以说是国内最早提出打
造“世界工业互联网之都”的城市，那
么在这一方面，青岛未来的主体规划
是怎样的？

答：未来，青岛将按照《打造世界工业互联
网之都规划方案》《青岛市工业互联网三年攻
坚实施方案（2020-2022年）》和中小企业借助
工业互联网加快数字转型赋能的三年行动计
划，充分发挥海尔卡奥斯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开
放性、综合性等优势，动员更多中小企业将设
备连接、数据管理、大数据分析和智能应用等
“上云上平台”。

青岛将围绕服装、家电、橡胶轮胎、新能源
汽车、机械装备、高端化工等优势特色产业，重
点建设一批特定行业工业互联网平台，面向细
分行业和中小企业提供平台服务。

瞄准大规模个性化定制、产品全生命周期
管控、共享制造、柔性制造、供应链协同、智能
服务等领域，积极引进和培育一批工业互联网
应用服务平台，为各个行业和各类企业提供全
面、高效的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

力争到 2022年，梯次推进 3000家以上工
业企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改造，推动 10

万家中小企业上云， 打造 500个 5G全覆盖全
融合的应用园区， 选树 1000个具有行业先导

性的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基本形成工业互
联网千亿级产业新生态。

在城市竞争激烈化的当下，青岛
在营商环境方面的优势是什么？未来
还会有哪些具体的完善措施？

答：营商环境是任何投资者都关切的问
题。去年我曾在多个场合提出，青岛将致力于
创造一种让企业家和创业者感到舒服的政务
环境。舒服，就是自然而然，就是如鱼在水，就
是如沐阳光，就是既“亲”又“清”。

我们在 17个经济部门设置市场配置促进
处，专门研究如何有效利用市场机制、提高政
府效率，凡是市场能干的一律交给市场，如果
市场机制不完善的， 政府就要去培育市场，而
不是替代市场。

我们明确了“新官不理旧账”是法盲的表
现、是违法的行径，集中开展党政群机关履约
专项清理，对因政府失信导致的纠纷进行排查
摸底，依次分类做出处置，共排查问题 408个，

处置率达 97.8%， 偿还民营中小企业欠款
30.36亿元，清偿率 100%。

我们由政府购买法律服务督促惠企政策
落实， 促进政府提升兑现承诺兑现政策的自
觉。我们发起高效青岛建设攻势，推动政务服
务全面达到深圳标准，并加大对政务服务的协
同监督力度。

我们探索城市现代治理方式，开展“我爱
青岛·我有不满·我要说话” 民声倾听主题活
动，建立诉求快速回应办结机制，让全体市民
和企业家有意见随时提、有想法尽管讲、有不
满大胆说，达到听民声、用民意、解民忧、纾民
怨、聚民智、暖民心的效果。2019年，青岛企业
家满意指数达 95.2%。

今年，我们会继续深化市场化、法治化改
革，秉承市场的逻辑，依托资本的力量，加快流
程再造，坚持顶格倾听、顶格协调、顶格推进，

更加注重发挥商协会在经济社会治理中的作
用，加快整合人才、资本、技术等资源，营造良
好的产业发展生态。

问：

问：

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