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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间窝棚自拆”：公正也是一种执行力
□司徒伟智

不知从何时起，精美平整的沪郊农

田，纷纷搭出一座座窝棚，绣铁皮、断电

线、烂雨篷横七竖八，破相不说，还平添风

险。然而要整治也难，窝棚住着外来务农

者，年深月久已盘根错节。所以，笔者读

到浦东新区周浦镇“拆违”新闻时大为惊

叹：初夏以来三个月即拆除窝棚 300 多

个，收回土地 1000 多亩，而且很多属自

拆。外来王姓农户“原来担心政府只拆我

们无权无势小老百姓的，但看这次公平执

法，一视同仁，心服口服，就下决心配合，

准备自拆了。”

现在，上上下下都在关注提升执行力，

这确实踏到了点子上。光说不做假把式，

制定了再好的管理、服务措施，不去做，或

做不成，就叫落空，虽有犹无。那么，怎样

提高执行力？《浦东时报》日前推出一组访

谈《浦东新区新老建设者共话执行力建

设》，从科学决策到上下互动、奖惩机制、用

人导向、韧性态度等，一条又一条，无不切

中肯綮。可否再添一条？就是公正执行、

公平执法。公正也是一种执行力。

岂止周浦，整个新区今年执行力建设

都在迈大步，若干“硬骨头”项目如机关内

设处室精简、公务员编制缩减，尤其是大面

积整治“三违”均已顺利完成，且超过预定

计划。追溯成功之源，每一项目都是一个

系统工程，映射出“公正”的光彩。

做过管理工作的，大概都体会到，变革

不易。做减法，动既得利益者的奶酪，固然

难；做加法，也未必轻而易举，因为利益多

少有差别。因此务须公正。公正性最合乎

人性。法学家博登海默言之深刻：“当那些

认为自己同他人是平等的人却在法律上得

到不平等待遇时，他们就会产生一种卑微

感，亦即产生一种他们的人格遭到侵损的

感觉。”人之常情是，枉法徇私，我就不服，

非利益相关者也不服；执法公正，我就服，

即使一己利益有所减损也服。“田间窝棚自

拆”的原由正在此。

法是良法，加上执法无私，民间就多

了顺心，多了服气，就消弭戾气，于是事情

就好办，治理就顺畅。在论述诸葛亮治

蜀，严惩违法却不留积怨时，史家习凿齿

道:“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镜至明而丑者

无怒，水镜之所以能穷物而无怨者，以其

无私也。”再蠢的人也不会因为水和镜子

照出自己面容的缺点而抱怨，因其不私不

偏。成功的政治家都深谙此理。与诸葛

亮同时代的曹操，也是初入仕途担任洛阳

北部尉时就于衙门外高悬“五色棒”，见有

犯禁，不避豪强贵势，一律痛打。后来曹

魏能够兵强马壮，所向披靡，山河稳固，其

来有自啊。

时至今日还有官员念叨“事事依照法

律太麻烦”，该醒醒了。治理现代化，前提

即治理法治化。法治是公正的“规则之

治”，欲行公正，勿怕麻烦。况且，营造公

开、公平、公正、可预期的法治环境，社会的

争执、治理的成本到头来都会降低，麻烦会

大大减少。太多的事实，早已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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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许素菲 浦东报道

新区统计部门日前公布“临港 30
条”的政策实施情况调查，显示临港地

区企业对该政策知晓度高，其中人才

落户和限价房政策最受关注，近1/4被

调查企业已享受到政策优惠。

2013年 2月，《临港地区建立特别

机制和实行特殊政策的三十条实施政

策》（简称“临港30条”）正式发布，当年

11月相关操作细则正式出台。近期，

新区统计部门对临港地区规模以上企

业开展了全面调查，以了解政策落地

一年来的情况。

本次调查对临港地区规模以上共

201家企业（含投资项目主体 49个）发

放调查问卷，回收有效问卷 155份，回

收率 77.1%。调查结果显示，有 140家

企业知晓“临港 30条”政策，占 90.3%。

政策涉及的四大块内容中，产业扶持管

理办法知晓度最高，占64.9%；土地扶持

操作口径知晓度相对较低，占 32.5%。

其他两项，人才扶持管理办法知晓度为

59.1%，综合配套管理办法知晓度为

38.3%。调查还显示，近七成企业认为

“临港30条”显著优于上海其他开发区

政策，认为与上海其他开发区政策相比

差不多的占26.2%，仅有4.8%的企业认

为“临港30条”政策与上海其他开发区

政策相比处于劣势。

调查显示，在 155家企业中，有 36
家企业已享受到“临港 30条”政策，占

23.2%。在“临港30条操作细则”中，享

受到“限价商品房”政策的企业数量最

多，有 22家，占 61.1%。比重超过 10%
的有“人才落户居住证”、“人才奖励”、

“工商行政管理创新”和“人才子女入

学入园”政策，分别占 19.4%、19.4%、

13.9%、11.1%。从已享受政策的企业

来看，对“临港 30条”持满意态度的占

80%，持比较满意态度的占 18%，仅有

2%持一般态度。

根据调查结果，新区统计部门分

析，政策细则内容不具体、企业无法自

行匹配是制约政策更好落地的主要原

因。在调查的155家企业中，未享受到

政策的企业 119家，占 76.8%。在未享

受政策的企业中，50.5%的企业不了解

具体实施政策细则，40.4%的企业知道

“临港 30条”，但不清楚具体政策申请

时间、条件和程序。

以“临港30条”中的居住证加分政

策为例，在临港地区工作，年龄40岁以

下、本科学历人员可加分，但这部分人

员本来就满足了办理人才引进类居住

证需120积分的要求，加分政策对他们

缺乏吸引力。而对于本科以下学历人

员来说，不符合加分要求，临港人才政

策中规定的专项加分（每年 2分）又难

以填补差距，造成这项政策变得可有

可无。

新区统计部门建议加大宣传力

度，加强企业申报培训。从调查结果

看，部分企业虽然知晓“临港30条”，但

对细则并不了解，造成企业感觉享受

政策门槛过高。此外，建议进一步加

大临港人才政策的扶持力度。一是结

合临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需要，加

大临港地区重点企业、重点机构的引

进力度，对学历不高但企业紧缺急需

的人才，在落户政策中增加人才类型

目录，使这部分人才能在临港安心工

作。二是实行向临港地区倾斜的居住

证加分政策，对工作在临港地区的非

沪籍人员，适当调高居住证加分政策

的分值。

九成企业知晓“临港30条”政策
逾200家企业参加调查 最关注人才落户和限价房

■本报记者 符佳 浦东报道

11月2日下午，百名小提琴琴童在

浦东新区青少年活动中心第一分部登

上了属于自己的舞台，用心爱的小提

琴，诉说自己的“成长与梦想”。

这场以“琴声陪伴成长，梦想与我

同行”为主题的小提琴合奏音乐会，集

合了浦东青少年活动中心四个分部的

小提琴预备队队员。演出的曲目充满童

趣，没有高深的练习曲，全部选用了孩

子们喜欢的动画片里的主题曲，《天空

之城》、《魔法公主》……“我练琴三年半

了，这是第一次登上这么大的舞台，与

老师同学一起演奏。”来自昌邑小学的

二年级男生周昱霖表示。

“这是浦东小提琴琴童第一次搞百

人专场演出。”浦东青少年活动中心相关

负责人赵瑾老师表示，希望孩子们能品

尝到成就感和快乐，音乐之路走得更远。

浦东小提琴琴童
首次“百人演出”

“我一直写信鼓励她要快乐、自信

地面对学习和生活，不要因为自己的

母亲是一名智障人士就感到自卑，更

不要因此产生嫌弃的心理。”浦东供电

公司职工朱伟这番话的背后，是他 20
多年持之以恒，无私帮助母女两代人

的感人故事。

话中提到的智障人士，名叫宋翠

芳，是朱伟念初中时就经常帮助补课

的一名“姐姐”。“她出生时脐带绕颈导

致大脑缺氧受损。虽然一般的交流不

成问题，但学习始终跟不上，经常留

级。”当时，年少的朱伟萌发了帮助这

位比自己大3岁的智障姐姐的想法。

宋翠芳初中毕业后就辍学了，进

入一家街道福利院从事简单生产劳

动。但不久，福利院关闭了。后来，宋

翠芳结婚生子，到夫家生活。说起这

段往事，朱伟始终觉得自己当时没有

更多的能力帮助姐姐，多少有些遗憾。

“幸运的是，宋翠芳生下的女儿很

健康，孩子留给宋翠芳二妹抚养，联系

起来还是很方便的。”朱伟表示，那时

候，他已经毕业参加工作，有了一定的

经济能力，就经常帮小女孩买一些鞋

子、学习用具。此外，还经常给孩子写

信。因为担心小女孩会因为妈妈是一

名智障人士而自卑，朱伟常教导她善

待家人：“子不嫌母丑。如果一个孩子

嫌弃自己的妈妈，那就成问题了。”

朱伟一直把宋翠芳当成自己的

“姐姐”，把宋翠芳的女儿当成“外甥

女”，帮助她们成了一种责任和义务。

值得庆幸的是，宋翠芳的二妹妹、

管教有方，孩子也很争气，读书一直很

刻苦，刚考取了建桥学院的艺术类专

业。朱伟始终强调自己并没做什么，

而他与这对母女的姐弟、娘舅情早已

越来越深，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每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爱却是

无限的。善待他人、善待社会、善待人

生，在帮助别人的同时会收获最美的

幸福”，朱伟如是说。

帮助别人 收获幸福
——记浦东供电公司职工朱伟

人物档案

朱伟，1974年生，浦东
供电公司职工，潍坊街道居
民。他帮助智障家庭二十
载的故事，成为社区佳话。

■记者 张敏 浦东报道

日前，“法治文化进地铁”活动在高科西路站点启

动，借助全市覆盖的地铁网络，上海将开辟更为广阔

的传播法治文化的新天地。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燕爽，上海市司法局党委书记、局长郑善和，浦东新区

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吴福康等出席启动仪式并参

观了高科西路法治文化地铁站点。

站点布展以“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 建设社

会主义法治文化”为主题，主要宣传宪法。整体设计

选用中国红为主色调，长城用作底图，将宪法知识、宪

法故事、法治名人思想等与色彩、图片等视觉元素融

为一体，让乘客在日常出行中了解宪法、学习宪法、崇

尚宪法、享受法治文化、感受法治精神。“法治文化进

地铁”活动由市司法局、市法宣办、上海申通地铁集团

有限公司主办，浦东新区司法局、浦东新区法宣办、上

海地铁第四营运有限公司协办。

据悉，浦东新区司法局正在开展系列法治宣传教

育活动。日前，新区司法局、新区教育局联合中伦律

师事务所共同开展的“律师进校园”启动，活动主要围

绕青少年违法犯罪预防及权益保护、治安管理处罚

法、人身损害赔偿等校园热点问题。授课、讲座、“模

拟法庭”、辩论比赛等多种活动形式轮番上阵。第一

批律师宣讲团40名优秀青年律师，预计将向新区90余

所中小学校进行100场宣讲。

“法治文化进地铁”
活动启动

■本报记者 任文娇 浦东报道

近日，浦东新区组织10家农业企业和合作社参加

第十二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下称“农交会”），

“闽龙达”援疆基地产品喜获本届农交会金奖。

此次农交会上，新区农业企业、合作社参展品种

达 50多个，包括“闽龙达”的红枣、核桃、“清美”豆制

品、“立春”鸽制品、“一只鼎”年糕、醉蟹、“芳原”和“益

升”的食用菌、“沪郊”的蜂制品等。其中，“闽龙达”援

疆基地产品荣获本届农交会金奖。另外，孙桥“智能

温室”、多利“有机农业”等作为现代农业案例分别展

示了技术集成创新和农产品物联网建设新成果，在本

届农交会上广受关注。

“闽龙达”援疆基地
产品获农交会金奖

■本报记者 黄静 浦东报道

作为一条串联上海东部的南北向重要交通干线，

G228国道上海段选线专项规划日前进行公示。公示

显示，G228国道上海段计划以“G40-五洲大道-华东

路-南六公路-新四平公路-两港大道-新沪杭公路-
金山新城北侧边界道路”为基本走向，先后途经崇明、

浦东、奉贤、金山四区县。

G228国道是我国又一条南北交通大动脉，起于辽

宁丹东，止于广西东兴。G228国道上海段是该线的重

要组成部分，北接崇明及江苏南通地区，南抵浙江嘉

兴，是长三角地区长江入海口具有政治、经济、交通等

意义的国家公路。在上海市境内，其走向是自崇明进

入上海市域，从金山离开上海市域，先后途经崇明、浦

东、奉贤、金山四区县，其中，G228浦东段规划控制为

主要干线；奉贤段除两港大道为快速路外，新四平公

路和新沪杭公路均为次要干线；金山段均控制为次要

干线。

G228国道上海段
选线专项规划公示

百名琴童用心爱的小提琴，诉说自己的“成长与梦想”。 □本报记者 徐网林/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