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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人物

信息时报讯（记者 卫静雯 实习生

周月）

2008 年 4 月， 吴展逢开始在滨

江街江湾社区任居委会主任。“社区工

作繁琐复杂， 多数时候要应对居民那

些超乎居委会职权的诉求。 开始工作

那两年，基本没有在 8 点前下班”。 但

随着与居民持续的接触和交流， 以及

对社区有效管理方法的摸索， 吴展逢

对社区的工作越来越熟悉。她表

示，让江湾社区能平安、稳定、和

谐，这就是他工作的宗旨。

设身处地为居民着想

这十几年来， 吴展逢总是

设身处地的为居民着想， 对于

他们的各种诉求， 她从来都不

往外推， 一心想方设法为居民

解决各种难题。 采访时， 社区

居民远远看见吴展逢， 都会跟

她热情的打招呼， 然后跟她聊

几句家常。 吴展逢把社区居民

当成自己的家人， “上次台风

‘山竹’ 来袭那次， 很多居民主

动去看我的车有没有被淹， 有没有出

什么故障， 我非常的感动”。

吴展逢认为， 在社区建立的好人

缘， 也得益于她不停的为居民解决问

题。 前段日子， 她和居委会其他工作

人员一起积极为江湾花园旧楼加装电

梯忙前忙后， 最后该楼宇成功加装了

电梯， 方便了小区居民上下楼。

“这个过程并不顺利。” 她告诉记

者， “一直有两户居民因为个人原

因， 不同意加装电梯， 每次居民想去

跟他们沟通， 他们都闭门不见。 居委

会积极联同街司法所以及社区律师进

行协调， 劝服这两户居民同意加装电

梯。” 吴展逢表示， 社区内一共有 30

栋旧楼， 如果这次能够顺利推进江湾

花苑小区旧楼加装电梯， 会起到一个

很好的示范效应。 在多方努力之下，

终于促成了这起电梯加装的方案。

只希望得到居民的体谅

说到平安社区的管理和建设工

作， 吴展逢特别有心得。 “居委会要

是站在居民的角度考虑问题， 积极解

决居民的诉求， 即使很多都超过了居

委会的职权范围， 我们都会尽自己所

能， 找出各种办法应对， 协助居民处

理”

她举例说， 有些居民出国旅游需

要办理签证， 但是旅行社要求他们拿

出居委会出具的户籍证明才能办理签

证申请。 她先跟居民解释说， 户口本

是户籍的最好证明， 居委会根本没有

这个权限开证明。 但是由于旅行社一

定要这个文件， 而且居民已经交了团

费， 若没有这个文件， 就无法办理签

证， 几千元的团费就白白打水漂了。

“我们也不能让居民有损失， 后来就

让居民自己写一个户籍描述， 然后居

委会在右下角添加了一个意见。” 最

后， 这位居民的签证总算是顺利办

理。

“我们虽然付出了不少， 但从不

奢求居民的感谢、 感激， 只是希望他

们能够体谅我们， 多多配合我们的社

区工作， 我们居委会就已经非常满足

啦。” 吴展逢说道。

他“身兼多职”，助推中大布匹市场平安和谐

人物：

李律

，中大布匹市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

信息时报讯（记者 卫静雯 实习生

周月）

每天下午，中大布匹市场内人头

攒动， 许多采购商拿着布料样品在各

层商户间来回比价选购； 市场周边的

马路川流不息，货车、电动车来回奔波

于档铺和仓库之间。 中大布匹市场管

委会

（以下简称 “ 管委会 ”）

好比中大

布匹市场的贴身 24 小时管家，内外事

务都要打理。 例如商铺间产生了合同

租赁纠纷， 档主随意搭建档口造成交

通消防问题、环境卫生问题，都是需要

中大管委会联合消防、安监、交通、卫

生部门进行处理。 作为管委会常务副

主任，李律笑称，作为管委会的工作人

员都“身兼多职”，一有突发情况，就需

要立刻到场处理。

布匹市场

24

小时大管家

十天没出办公室只为解决纠纷

李律以前在凤阳街负责计生工

作， 去年调任中大布匹市场管理委员

会， 负责中大布匹市场消防安全、交

通、 环境卫生等方方面面的问题。 近

期， 中大管委会工作人员在办公室连

待十天， 调解市场内一宗资金过亿的

纠纷，最终促使双方达成和解。

李律表示， 这起租赁纠纷涉及到

地块产权和经营权变更问题， 造成合

同有争议， 涉事双方多次出现了肢体

冲突，甚至到区里上访了几次。海珠区

非常重视这起纠纷的调解， 管委会多

次出面与双方深入洽谈。 在中大管委

会协调下，双方同意面对面协商，调解

地点选在中大管委会办公室。

用什么词语来形容这次调解会

呢？李律笑着说：“非常辛苦，但是也很

刺激。 ”这次调解会采用的是全封闭形

式， 十天没出办公室， 三餐都是吃盒

饭，值得庆幸的是，双方成功和解。 ”李

律介绍，由于这次纠纷涉及金额过亿，

双方对于和解条款都非常谨慎， 所以

和解工作非常漫长。 前五天分别和双

方谈，后五天分别和他们的律师谈。

换个角度和立场思考

让大家理解工作的必要性

公开资料显示， 中大布匹市场商

圈范围约 5 平方公里，横跨新港西路、

瑞康路、 逸景路以及东晓南路四大市

政道路，拓展到逾 50 个分市场，目前

拥有商户 2 万余户， 因经营权转变而

引起的租赁纠纷时有发生。 中大管委

会经常与相关部门一起调解这些纠

纷， 李律坦言， 调解工作看似只动嘴

巴，实际操作起来并不容易，特别是涉

及大金额的纠纷， 首先要分别摸清双

方的实际情况，甚至是脾气秉性，这需

要耐心，特别要沉住气，才能找准切入

口以及时机进行调解。

此外，在执行工作的过程中，还要

从对方的角度和立场出发， 对档主晓

之以理动之以情，让大家了解工作后，

再行动。 此前，为拆除违建，执法人员

一家一家的跟档主解释，最后，档主一

共自拆违建 7 万多平方米。 整个拆除

过程都比较顺利，没有出现任何冲突。

大力整治消防安全

成功摘牌“火灾隐患重点区域”

“中大纺织商圈及周边区域还被

广东省政府列为 2018 年度全省第十

批火灾隐患重点地区。” 李律表示，

这是他任职之后最头痛的问题， “被

消防挂牌整治， 让整个团队都感觉有

很大的压力。”

李律介绍， 为了这次消防整治工

作，各职能部门联合起来，一起下苦功

夫。“分成 5 个片组，对整治范围的建

筑物、布场商铺、仓库、出租屋全覆盖

巡查， 开展消防监督检查 9823 人次，

监督复查 8339 场次， 消除火灾隐患

1.91 万处， 劝导市场违法吸烟行为

5701 宗，消防整治覆盖率 100%。此外，

还和相关部门一起， 强力拆除影响消

防安全的违法建设， 对存在重大火灾

隐患，比如改变使用功能、占用防火间

距、堵塞消防通道、影响登高救援等阻

碍“生命通道”的违法建设，敢于较真

碰硬，一律零容忍，坚决予以拆除。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大家

一起配合工作的成果。 ”刚获悉成功摘

牌后，李律认为，在执行工作时，就需

要充分调动团队的积极性， 以及可以

利用的资源，整合起来才能达到更高、

更强的整治效果。

李律表示，调解工作

需要耐心更要沉住气。

受访者供图

她坚守社区 11年，想方设法为居民解决难题

人物：

吴展逢

，江湾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吴展逢尽自

己所能， 为居民

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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