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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最后一天，一大早，静安区芷江
西路街道育群中学西块，241、242

街坊，共和新路街道北宝兴路基

地，这三个旧改征收地块的千余户
居民分批开始集中搬迁，告别狭小

的老房，在新的一年里搬入有独立
厨卫空间的新房子。家住芷江西路

街道统北村的藏宗宝老伯，一家三
口挤在 14.9平方米的房子里，生活

多有不便。能赶上旧改，藏宗宝老

伯喜出望外，“昨晚我没合眼，今天
早上 5点就起来了，其实东西早就

打包好了，可我就是睡不着”。搬

家前，最后望一眼住了几十年的房

子，藏老伯既兴奋又不舍。

搬家热情很旺
育群中学西块和 241、242街坊

旧城区改建征收基地，位于静安区

芷江西路街道，内有居民 653 证
901户，在册人数 3227人，单位 13

证。241、242地块私房比例达 84%，
居民人均居住建筑面积才 5.43 平

方米，十几平方米里住着几代人，房

间光线昏暗，终年要开灯照明。因墙
体老化，在梅雨、台风季节，不少房子

“外面大雨，家里小雨”。

地块征收签约刚生效，一些居

民便请征收部门找搬场公司协助搬
迁，区旧改指挥部和芷江西路街道

党工委、办事处也尽力满足他们的
心愿，并与他们定下首批集体搬迁

的时间。
锣鼓喧天、龙狮共庆，上午 7时

不到，搬场车整齐停在两基地沿线，

居民们依依不舍地聚在一起，畅谈
对新生活的期盼。据了解，两个旧改

地块安置房源主要分布在宝山顾
村、松江佘山北及闵行浦江、旗忠等

地区，居民既可选择安置房，也可选
择货币化安置，自己购买居住房屋。

沐浴旧改阳光
完成签约仅过去 11 天，2019

年的最后日子里，北宝兴路基地的

居民们高兴地迎来旧改项目生效和
集中搬迁的时刻。

家住北宝兴路 126 弄的唐艳
霞，住在老屋 16年了，现在还是三

家合用厨卫。搬迁当日，唐艳霞精心

打扮，如同过年一般隆重和喜庆，
“我们是工薪阶层居民，凭借自己的

能力，很难改善居住条件。这趟旧改
阳光照到了我们，我站出来第一个

投赞成票，及时腾空房屋交给征收
所。新的一年，我们就能搬入新房，

拥有独立的厨卫空间了”。
北宝兴路地块内有 137证、居

民 174户、在册人口 602人。12月
20日，北宝兴路基地集中签约第一

天，居民在 6个半小时内全部签约，
刷新上海旧改地块征收签约的纪

录。签约那一天，北宝兴路 126弄的
陶阿姨是坐着轮椅来签的，她和女

儿都身患残疾，靠出租房屋维系日
常生计。母女俩欣喜地盼到旧改，却

在房屋评估阶段遭到租客阻挠，后
者要求她们按租约赔偿 6个月的租

金，外加 2万元的装修补偿款。街道
旧改分指挥部和征收组及时介入矛

盾调处，将双方约定的租约赔偿金额
降至 2000元，帮助相依为命的残疾

母女维护了合法权益。

    “只要你出钱，我就帮你做；出
的钱多， 还可以按照你的要求量身
定做！ ”这样的对白，并非出现在货
品买家卖家之间，而是司法鉴定“黄
牛”和“客户”的交谈。

打官司涉及专业问题时， 法官
常常参考司法鉴定机构的意见结论
做出裁判， 但司法鉴定中却出现少
数鉴定人与“鉴定黄牛”勾结，故意
作虚假鉴定、错误鉴定，社会中介机
构违规承揽业务等“乱象”。从明天，

即 2020年 1月 1日起，上海市司
法局推出“智慧司鉴”系统，当事人
只要扫描二维码， 司法鉴定意见书
的来龙去脉、前世今生，都可以轻松
查询到。 更值得关注的是，在“智慧
司鉴”背后，上海首份健全统一司法
鉴定登记管理制度的条例———《上
海市司法鉴定管理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刚刚由市第十五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 将于明年
5月 1日正式施行。

司法鉴定听似高深， 其实离普
通老百姓并不遥远。如果在住店、旅
游中滑倒，要打官司，往往需要出具
鉴定机构的鉴定报告；重大、专业案
件中， 鉴定意见更是法官断案的重
要依据。早在几年前，就有市人大代
表关注到这一问题， 并在上海两会
上提交了关于制定 《上海市司法鉴
定管理条例》的议案。 “司法鉴定质
量和公信力与司法公正密切相关，

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市
人大代表盛雷鸣表示， 随着司法鉴

定行业不断发展， 也逐步显现出监
管力量明显不足、覆盖面不够、效能
不高等问题， 亟需地方立法， 明确
市、 区级司法行政部门的监督管理
职责， 进一步推动司法鉴定管理职
权下放、管理重心下移、管理力量下
沉，方便当事人就近办事。

目前， 本市共有司法鉴定机构
100余家，司法鉴定业务总量逐年
上升，年均增长 10%左右。 一边是
与日俱增的司法鉴定需求， 另一边
是司法鉴定的乱象不时显露，“收骨

头”已成当务之急。

要扼住司法鉴定乱象， 首先要
解决“谁来管”的问题。过去，司法行
政机关仅管理从事法医类、物证类、

声像资料、环境损害“四类”司法鉴
定业务的鉴定机构、 鉴定人。 从事
“四类”外业务的鉴定机构、鉴定人
的管理则分散在不同行政主管机关
中。按照《条例》，市司法行政部门负
责司法鉴定机构、 司法鉴定人的登
记管理， 对司法鉴定活动实施监督
管理。 在司法行政部门的组织协调

下， 建立司法鉴定工作衔接协调机
制； 市场监督管理等相关行政部门
按照各自职责， 做好司法鉴定管理
的相关工作，“九龙治水”变为“一龙
管水”，能否从源头治水，令人期待。

面对良莠不齐的鉴定机构，“怎
么管”更是一个大问题。 过去，部分
鉴定机构为招徕生意， 不惜违规满
足当事人不合理的要求， 给诉讼埋
了不少“雷”。根据《条例》，本市将司
法鉴定服务纳入公共法律服务平
台， 市司法行政部门将建立司法鉴

定信息化管理平台， 对司法鉴定案
件实行统一赋码管理， 形成全流程
监管。大的框架有了，还需要有具体
办法、落实细则。 比如，如何将司法
鉴定中的失信行为纳入全市的征信
管理平台，让失信者寸步难行；司法
鉴定机构准入如何把关， 机构分类
监管等级如何评定； 如何让公众获
得公开、透明的司法鉴定机构信息，

挤压“黄牛”的生存空间等。

此外，为司法鉴定做好“规矩”

的同时，对于司法鉴定的采信方式、

程度，同样必须扎好篱、把好关。 在
重大刑事案件中， 法院不仅仅看司
法鉴定结果，还对司法鉴定的过程、

鉴定人都有严格的审查机制。比如，

在复旦投毒案、 世外浦北路黄一川
持刀杀人案中，开庭时，均请鉴定人
出庭作证，当庭对黄洋的死亡原因、

黄一川精神状态的鉴定结论做详细
的说明。 控辩双方在法庭上还就鉴
定的关键事实发问并阐述各自观点，

让鉴定中的争议焦点一一 “晒出”。

有的重大案件甚至请来国内权威鉴
定专家“会诊”。 在一些专业性较强
的知识产权诉讼案件中， 也引入了
专家证人制度， 为法官审案提供有
价值的裁判依据。 这些做法可逐渐
扩大到更多的案件审理中。

壹引其纲，万目皆张。 司法鉴
定是维护司法公正里的重要一环，

对司法鉴定中的 “怪现象”， 不能
“见怪不怪”；而是要用法律、监管
为司法鉴定戴上“紧箍”。 对于司法
鉴定中的“黄牛”“南郭先生”，更应
将其踢出局没商量，还司法一片澄
澈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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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多户告别“蜗居时代”

静安区三处旧改地块居民今起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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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翌晟）昨天，《奋
进新时代丛书》出

版座谈会在市委
党校举行。该丛书

由中共上海市委
宣传部、上海市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研究中心、上海

市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研究中

心（研究会）组织编
写，上海人民出版

社出版发行。
《奋进新时代

丛书》共四本，分别
是《高扬马克思主

义伟大旗帜》《始终
走在时代前列》《新

时代中华民族前进
的根本方向》《从

“赶上时代”到“引
领时代”》。该套丛

书深化了对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研

究，兼顾学术性、
理论性、通俗性，

“马克思主义为什
么行”“中国共产

党为什么能”“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新中国发展为什么快”这些

问题，在最新出版的《奋进新
时代丛书》中都能找到通俗易

懂的答案，是上海理论界在新
中国成立 70周年之际留下的

珍贵的理论足迹。

▲静安区 241、242号街坊旧区居民告别蜗居

荩 北宝兴路基地旧改集中搬迁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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