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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分析

挑战与思考：基层治理，需广纳多方人才
“这些年， 新江湾城在党建引领下的

‘三驾马车’建设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实际
上仍面临问题和挑战。”新江湾城街道党工
委书记杜娟说。

居委会“去筹难”问题一直存在，目前
仍有 11个居委会正在筹建当中。“由于居
民层次较高，居委干部来源不足，人选范
围有限，且居委会干部主动请辞的情况也
时有发生，居委会迟迟难以去筹，有的筹
建时间已长达十多年。”

新江湾城街道常住居民有“三多”，即年
轻人多、高社会阶层人多、高知识层次人多。

“居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更高， 对社区管理
和服务的要求更高，维权意识也更强。但是
目前居民区干部队伍还比较年轻， 缺少与
居民打交道的工作经验以及专业知识。”杜
娟说， 这些问题都给持续推进党建引领下
的居民区“三驾马车”建设带来挑战。

下一步， 新江湾城街道一方面将深入
贯彻落实“人民城市”重要理念，在社区治
理中充分发挥街道党工委和居民区党组织

的领导作用， 持续推进红色业委会和红色物
业建设。街道将全力做好居民区“两委”换届
选举工作，探索建立社区工作站，破解小区居
委会筹建难题。对于业委会规范化建设，按照
应建尽建的原则推进，完善业委会“小助手”

项目运作管理机制。

基层治理，需要广纳多方人才。新江湾
城街道将依靠“三驾马车”建设“人才库”，发
挥各类技术类人才和治理类人才的专业作
用，加强对居民群众反映突出的物业治理难
题的研究，形成解决方案，解决一批房屋维
修、停车、物业费调整、维修基金续筹等物业
治理难题，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党建引领，新江湾城“三驾马车”拧成一股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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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江湾城街道位于上海中心城区东北部，

2003年正式挂牌成立，是上海的第 100个街道。成
立之初，杨浦区发展规划将新江湾城定位为“生态
化、智能化、国际化”社区。这个年仅 17岁的街道，常
住人口也呈现出年轻化、高知识层次化、高社会阶
层化特点，60岁以上老年人仅占 15%左右。 而这里
居民最大的特点，就是善于用法律来讲理、维权。

近年来，新江湾城通过党建引领下的 “三
驾马车”建设，让小区综合治理难题在居民的共
建、共治、共享中得以解决。“三驾马车”，各有所
长，如何拧成一股绳，直击社区管理的痛点？这
个年轻的国际化社区有自己的经验与思考。

合力打赢“疫情保卫战”

今年 1月，九龙仓玺园小区业委会刚刚成
立便迎来了新冠疫情的严峻挑战。1月 23日夜
间，一名业主在业主微信群里爆出，有一辆鄂牌
的白色轿车进入小区地下车库， 并称看到有四
人拿着行李从车内出来，但不知去了哪栋楼。消
息一出，业主马上在微信群中炸开了锅，一时
间，恐慌情绪在小区内蔓延。

得到这一消息后，居民区党支部马上召集
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开展紧急行动。业委会负

责稳定居民情绪， 物业负责排摸车辆人员信
息、做好现场消毒工作，居委会负责实施摸排
行动。经过一天紧锣密鼓的摸排，终于在 1月
24日凌晨 1时，排查出进入小区的鄂牌车辆
及人员。 居委会工作人员迅速到达其家中并
要求其做好居家隔离工作。 业委会也第一时
间将有关消息发送到业主群中， 及时消除了
业主的恐慌和担忧。1月 24日一大早， 居民
区党支部召开了“三驾马车”紧急联席会议，

成立了临时防控防疫工作组， 由居民区党支
部书记为组长、业委会主任为副组长。

“三驾马车”各司其职，紧密配合。居民
区党支部牵总抓头，通过线上或线下等方式
不定期召开“三驾马车”联席会议，分析部署
小区疫情防控重点工作；居委会负责全面防
控政策宣传、人员信息排查、口罩代买发送
到家等，保障各项工作正常运转；业委会及
时将各项会议商讨结果，暂停会所、活动室及
泳池的公告， 小区居家隔离情况等信息在小
区业主群内公布，稳定居民情绪；物业负责对
电梯、大门、垃圾桶等公共区域进行全方位
消毒，实时监控人员、车辆进出情况，避免各
种意外情况的发生。 在各方面严密分工、协
同配合下最终实现了小区新冠肺炎零感染。

近年来，新江湾城街道聚焦住宅小区物业治
理、业委会运作难题，以居民区“三驾马车”建设
为重点，通过加强顶层设计，构建了一个点，一
条线，一个圆，一个三角的“四个一”框架体系。

“一点”即明确街道党工委是“三驾马车”

建设的“中央大脑”。“一线”即把党建引领作为一
条红线贯穿居民区“三驾马车”建设始终。新江湾
城街道辖区内现有业委会 21个， 物业公司 34

家，党员人数大于或等于 3人的 6个业委会已全
部成立党的工作小组，党员人数大于或等于 3人
的 3家物业公司， 已有 2家成立了党的工作小
组，另外 1家也已进入筹备的最后阶段，基本实
现了红色业委会和红色物业建设全覆盖。

“一圆”即打造居民区党组织、居委会、业
委会、物业公司“四位一体”同心圆。居委会遵
循“两个凡是”的原则：凡是程序性的事务应交
由业委会处置，做到不越位；凡是业主有需求，

但业委会解决不了的事务， 居委会应及时介
入、协调解决，做到不缺位。业委会监督好物业
公司，保障好业主合法权益。物业公司接受居
委会和业委会的指导和监督，忠实履行物业管
理服务职责。夯实业委会、物业公司和业主之
间稳定的关系，最终形成一个“铁三角”。

物业经理的“小心愿”

上海高力国际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物业经
理叶飞是一名 80后，自 2015年来到尚浦名邸
小区，至今已是第五个年头。“过去，业主遇到
问题，不是找物业解决，而是拨打 12345投诉。”

这些年，叶飞完成了自己的一个“小心愿”。“现
在居民遇到任何困难， 不论是否物业管辖范围
的，业主第一个想到的都是物业。”而这种改变，

正是得益于“三驾马车”的通力合作。

叶飞举了一个例子。尚浦名邸小区地下车
库为产权车位，车位配比为 1：1 左右。但是尚
浦名邸每户业主基本上都有 2辆车以上。由于
停车位有限，部分业主要么将车辆停放至下客
区，要么停放在地库非车位的空地。这不仅严
重影响车辆正常进出，还存在很大安全隐患。

叶飞第一时间主动联系了居民区党组织
和居委会，并在居民区党组织、居委会和房办
指导下，发动了一批青年业主代表成立了尚浦
名邸停车管理小组。在居民区党组织、居委会、

停车管理小组和物业团队的共同努力下，《尚
浦名邸停车管理规约》经过一个多月的酝酿终
于形成， 并经经业主投票通过后正式实行。同

时，小区物业协调开发商出资对尚浦名邸进出
口道闸系统进行了升级，避免外来车辆在小区
内长时间停放。最终，停车问题得到了解决。

近年来， 尚浦名邸先后获得文明小区、无
群租房小区、绿色小区等荣誉。“现在咱们尚浦名
邸是‘网红小区’了。”不少居民高兴地说。看到这
种景象，叶飞备受鼓舞：“现在不少业主把我当成
了朋友，尚浦名邸也成了我的第二个家。”

2019年，新江湾城发布了《关于在新江湾
城街道成立“三驾马车”建设“新红湾”党建工作
站的实施方案》。以居民区党组织书记为组长的
“新红湾”党建工作小组，成为街道在居民区的
延伸。作为一个独立于业委会的“第三方”，“新
红湾” 党建工作小组在不干预业委会依法依规
开展活动的前提下，积极为业委会出谋划策。目
前，辖区 16个居民区党组织均已建立了“新红
湾”党建工作小组。

第三方力量从幕后走到台前

“三驾马车”建设涉及很多专业的领域，需

要专业力量的支撑。一直以来，新江湾城街道住
宅小区物业治理问题比较突出。为此，街道以购
买服务的方式聘请法律顾问进入社区， 上海优
一律师事务所的邓秀华律师就是其中之一。

法律顾问每月至少两次下沉至居民区，从幕
后走到台前，直接深入社区一线，解决居民的矛
盾纠纷。尚浦公寓业委会组建过程中，部分商用
住宅业主对筹备组不信任， 担心开票过程不公
正。法律顾问收到筹备组的求助后，第一时间将
候选人的遴选步骤、条件进行了梳理，设点回答
居民的问题。建德国际公寓小区物业服务企业提
出调整物业管理费，业委会一时无法应对。法律
顾问第一时间进入小区，帮助建德公寓业委会与
物业公司交涉，最终圆满化解了该小区的纷争。

新江湾城街道还推出了 “业委会小助手”

项目，聘请专业人员担任业委会的“小助手”。

“小助手”上任以后，着手制定了业委会规范管
理五项基本制度和四本统一格式的台账记录
制度，目前已指导江湾国际、建德、雍景苑、九
龙仓玺园四个小区已建立了比较完善的业委
会五项基本制度及台账本记录。

“三驾马车”为小区疫情防控保驾护航。

今年 8月，尚浦居民区党支部、居委会、

物业与第三方一起调研小区自治中的难点。

新江湾城国际化、智能化、生态化社区。

九龙仓“三驾马车”在协商疫情期间邮政
快递派送问题。

一年前时任总统陷入选举舞弊风波离国，一年后大选能否使国家重回正轨引关注

玻利维亚大选，前经济部长领跑民调
■本报记者 廖勤

近一年前，一场由争议选举引发的政治风
暴将不太引人注意的南美国家玻利维亚带入
全球视线。18 日， 玻利维亚再次吸引世间目
光———它将开启一场超级选举， 选出总统、副
总统、国会参众两院议员。

选举曾因新冠疫情两度推迟，玻利维亚人
渴望迟来的大选能尽快“重启”国家，因为整个
国家至今都未走出那场风暴的阴影。只是这场
大选能成为玻利维亚“由乱而治”的转折点吗？

大选有内外双重影响

在这场超级大选中，最引人瞩目的无疑是
总统选举。按照五年一选的安排，总统选举原本
应该在 2024年举行。 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去
年大选后， 一场突如其来的选举舞弊指控使得
玻利维亚政局风云突变，大选也被提前了 4年。

去年 10月总统选举后，官方计票结果显示
时任总统莫拉莱斯赢得连任。 但是反对派指认
莫拉莱斯阵营舞弊，组织大规模示威活动，莫拉
莱斯当年 11月被迫辞职后赴国外避难，原参议
院第二副议长阿涅斯出任临时总统。 莫拉莱斯
坚称自己是美国幕后支持的“政变”受害者。

选举原定今年 5月举行，后因新冠疫情两
度推迟。如今，这场在凶猛疫情下坚持举行的
大选受到外界高度关注。

一则大家关注大选能否成为平息玻国内
纷争，使国家走出动荡、重回正轨的契机。

从选举引发争议到总统被迫辞职离国，从
国家因抗议活动陷入瘫痪、数十人在暴力冲突
中丧生到疫情来袭把经济推向衰退深渊……

“在经历残酷的一年后， 玻利维亚迎来全国大
选，这个国家或将终于站在一个转折点上。”美
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称。

二则这场选举对拉美政治版图的变动也
有重要影响。

对拉美而言，10月意味着一个选举周期的
开始。未来 15个月内，拉美多国将举行总统或
议会选举。西班牙《国家报》网站称，眼下，拉美
地区的社会和经济环境充满各种不确定性，专
家认为，疫情将让拉美政局出现新面孔。

玻利维亚是打响选战第一枪的拉美国家。

中国社科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徐世澄表
示， 近年来， 拉美政治天平一直在左右摇摆。

2015 年前是左派崛起；2015 年阿根廷右翼总
统马克里上台后则呈现“左退右进”态势；但是
自 2018 年墨西哥左翼总统当选以及 2019 年
中左翼拿下阿根廷大选， 拉美政局又发生变
化。现在可谓左右共治，或者说左右博弈———

拉美第一大国巴西“向右”，第二、三大国墨西

哥和阿根廷“向左”。如果玻利维亚再次由左翼
掌权，将对拉美政治生态产生影响。

五位候选人角逐

目前，有 5位候选人角逐总统之位。其中，

最有力的竞争者为前经济部长路易斯·阿尔
塞·卡塔科拉与前总统卡洛斯·梅萨，外界普遍
预计，新总统应该会在两人之中产生。

现年 57岁的阿尔塞曾在莫拉莱斯执政时
担任经济部长，他是莫拉莱斯创建的前执政党
“争取社会主义运动”推举的总统候选人，深受
莫拉莱斯器重。在担任经济部长期间，阿尔塞
辅佐莫拉莱斯发展经济，把玻利维亚从一个南
美穷国变成拉美经济增速最快的国家之一。自
宣布参选以来， 阿尔塞一直在民调中领跑，一
度领先第二名候选人梅萨近 10个百分点。

分析指出，阿尔塞之所以能在民调中大幅
领先，除了与自身从政履历有关外，还有两方面
因素。一是临时政府治理失败，让民众失望。阿
涅斯领导的临时政府被指打压政治对手、 好抓
权、处理疫情不力。二是莫拉莱斯的场外助攻。

由于被禁止参选， 莫拉莱斯的名字此次未出现
在选票上，但是他的影响力仍在，而且大选结果

也将决定他自己的政治前程。 英国广播公司
（BBC）称，目前，在阿根廷避难的莫拉莱斯一直
为他的政党助力，借社交媒体力挺阿尔塞。这位
前领导人在玻利维亚土著和工会中仍有很高人
望，这次投票也可能为他本人的回归铺平道路。

现年 67 岁的梅萨是历史学家和记者，在
玻利维亚的政治光谱中属中间派。2003年，时
任总统桑切斯因计划借道与玻利维亚有积怨
的智利向北美洲出口天然气而引发大规模抗
议，桑切斯在巨大压力下辞职，当时梅萨以副
总统身份中途接棒。但是在 2005年，由于石油
和天然气政策问题引发动荡，梅萨也在抗议声
中黯然下台。去年，梅萨加入总统选战，得票率
仅次于莫拉莱斯。当时，梅萨指认选举存在欺
诈，并拒绝与莫拉莱斯谈判，要求重新大选。

“梅萨能在民调中表现不俗得益于玻利维
亚右翼内部的矛盾和不团结。”徐世澄说，临时
总统阿涅斯在是否参选总统的问题上反反复
复即可见一斑。

阿涅斯曾承诺不参选，后又改口，上月又
宣布退选，自称担心继续竞选会分流所属阵营
选票，以致阿尔塞当选。事实上，阿涅斯雄心勃
勃，但是她的支持率仅排第四，执政一年来又
政绩惨淡，本人也缺乏威望。

一锤定音还是二轮决胜？

依据玻利维亚宪法，候选人只有获得超过
50%的选票，或获得 40%以上选票且得票率超
过第二名 10 个百分点，才能直接当选。否则，

得票最多的前两名候选人将进入第二轮角逐。

一锤定音还是二轮决胜？左派复出还是中
间派上位？目前还都是未知数。

佛罗里达国际大学玻利维亚问题专家爱
德华多·加马拉表示， 由于反莫拉莱斯阵营的
选票被分散，而且“争取社会主义运动”掌握着
主导权， 也是玻国内唯一有动员力的政党，所
以阿尔塞首轮胜出并非不可想象。

分析师阿尔瓦罗·德尔里奥则认为， 最新
民调显示两名候选人支持率仅差 6个百分点，

说明“争取社会主义运动”所获支持下降，选举
可能进入第二轮。

“如果进行第二轮选举， 可能对阿尔塞不
利。” 徐世澄说， 因为余下候选人多属右翼阵
营。原本支持这些右翼候选人的选民预计会转
投梅萨，此其一。其二，第二轮投票将在 11 月
29日举行，在此一个多月间，玻国内的政治社
会气氛可能会出现变化，将给选情带来变数。

“由乱而治”不简单
■本报记者 廖勤

国际社会普遍希望玻利维亚能通过这
次大选从动荡走向稳定。不过，外界对此抱
有怀疑，认为存在太多不确定性。

首先， 大选结果会否得到承认，2019年
大选之后的乱局会否重演？

有分析指出，两位候选人中，无论是阿
尔塞还是梅萨赢得大选，双方背后的支持者
预计都会对选举结果提出质疑。CNN 称，无
论结果如何， 外界普遍预期会出现抗议。玻
利维亚各方都对选举欺诈保持高度警惕，如
果发现任何类似迹象，一名或多名候选人宣
布选举结果无效，就可能引发一场旷日持久
的选后斗争。

事实上，选举前的数月间，紧张气氛就
一直在积聚。联合国的统计显示，在竞选期
间已发生 46起暴力事件。

上海大学特聘教授、拉美研究中心主任
江时学认为，玻局势能否趋稳关键在于这次
选举能否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公正，否则难免
会爆发新一轮动荡。

其次，外部势力的干预或将使玻局势变
得复杂。

英国《卫报》称，在莫拉莱斯的支持者
看来，正是由于美国和美洲国家组织（总部
设在华盛顿、 由美国政府赞助的拉美地区
组织）去年认定玻利维亚大选存在舞弊，才
导致莫拉莱斯辞职并流亡他国， 他们担心
美国和美洲国家组织这次又在酝酿一个巨
大骗局。

中国社科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徐
世澄指出， 美国及美洲国家组织正在设法
阻挠玻左翼力量东山再起。 美国国务院一
名发言人已放话，如果阿尔塞当选，美国不
会承认。 拉美一些国家的前左翼政要联名
发表声明警告，称美洲国家组织可能又要搅
局玻大选。

第三，假设最终阿尔塞获胜，莫拉莱斯
或将重返玻利维亚， 甚至重返政治舞台，届
时也可能会引发国内局势紧张。

在江时学看来， 由于政治体制不完善、

领导人执政能力欠缺以及外部力量介入等
因素，玻利维亚政局一直比较脆弱，在莫拉
莱斯创造的稳定局面之前，政变、领导人提
前下台时有发生。

10 月 17 日 ，

在玻利维亚拉巴
斯，一名女子从竞
选广告下走过。

联合国、欧盟
等国际组织期望
玻此次选举能平
静顺利地举行。联
合国人权事务高
级专员巴切莱特
呼吁玻利维亚人
利用这次投票机
会化解国内极端
的两极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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