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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贤美奉贤强进行时奉贤美奉贤强进行时

贯彻全委会贯彻全委会
喜迎区两会喜迎区两会

本 报 讯 （ 记 者 孙
燕）1月11日，奉贤区举行
2017年度党委（党组）书记
抓基层党建述职评议会。
区委书记庄木弟强调，新一
年工作，各级党委（党组）要
牢牢把握“党领导一切”这
一主心骨，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主线，以问题、目标、效果为
导向，以群众获得感和满意
度为目标，以责任落实为抓
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认
真履行抓基层党建的责任，
在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最好
水平中，筑梦新时代，打造
新高峰，为“奉贤美、奉贤
强”的战略目标提供根本保
障。

区委副书记、区长华源
主持会议，区委副书记王霄
汉作点评，区委常委成员徐
卫、包蓓英、周龙华、孙嘉丰
等参加会议。会上，青村
镇、海湾镇、奉浦街道、金海
社区、区国资委、奉发集团
分别就 2017 年度党委（党
组）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进
行述职。

庄木弟指出，一年来，
各党委（党组）突出引和领，
联和实，学和做，在第一责
任意识强化、基层党建夯
实、党建引领凸显等方面工
作有特色、有亮点，体现了
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
的责任担当，体现了加强基
层建设的智慧和努力。

庄木弟强调，抓好基层
党建工作，要在加强思想建

设、促进问题解决、寻求满意度上下功夫。加强
思想建设，就要抓好“领头雁”，建设好制度，运
用好新生事物，切实提高党的建设标准化、品质
化、现代化；就要打响作风建设战役，结合市委
大调研活动，区委“问策梦圆”行动，问计于民、
问需于民，让党的建设可丈量、可感受。同时，
也要以支部与支部联建形式提高基层党的建设
的能力和水平。

庄木弟指出，抓好基层党建工作，关键是要
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各级党委（党组）
要围绕“寻找最大公约数，找准最小着力点”，既
做好生态建设、营商环境建设等重点领域工
作，也要精准对接老百姓的急难愁和愿思盼，
做好危房改造、就业保障、大病救助等民生领
域工作。

本报讯（记者 张莉莉） 1
月 8 日-10 日，贵州省遵义市务
川县党政代表团来到奉贤考
察。1 月 9 日，两地举行扶贫协

作联席会议，会上两地团委签订
结对协议，务川县与上海华侨事
业基金会签订合作框架协议，进
一步加强对口支援合作，携手奔

小康。区领导袁晓林、梅广清、
吴梅，务川县领导谢启华、钟争
光、杨庆、全进出席会议。

区长华源对务川县党政代

表团的到来表示欢迎，并高度评
价务川县这些年在脱贫攻坚上
取得的成绩。他指出，脱贫攻坚
的重点在产业，奉贤既要牵线搭
桥让更多企业进驻务川，也要帮
助务川把土特产向外推广，同时
建设好青少年研学基地，带动务
川的文化旅游产业。要加大对就
业、教育、医疗等领域的扶持力
度，提升百姓获得感。（下转4版）

本报讯（记者 张莉莉）近
日，杭州金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签约入驻欧洲中小产业园，为市
工业综合开发区美丽健康产业
再添“新兵”。公司将从事高端生
物实验耗材、精密医疗器械和试
剂的研发和生产。

通过精密模具设计和制造

的团队，公司将为诊断和医疗器
械企业开展定制化服务，产品用
于分子生物学与细胞生物学、常
规临床检验、药物筛选、基因组
学与蛋白质组学研究等领域。

作为开发区首个全资项目，
欧洲中小企业产业园项目于
2016年7月正式建成。除了杭州

金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考鹏医
疗器械（上海）有限公司、罗尔西
传动设备（上海）有限公司、雷彻
电子设备（上海）有限公司等已
先后入驻，集聚了一批以欧洲管
理层为主的中小企业。

据了解，欧洲中小企业产业
园位于芝江路北侧、吴塘港西

侧，总建筑面积为46011平方米，
由1栋高层办公楼及7栋多层组
成。整个欧洲产业园包含特色厂
房区和厂房区两个片区。

开发区相关负责人介绍，围
绕欧洲先进医药，智能制造产
业，提供多层次的技术和管理服
务，建成一个集产、销、研为一体
的国际化多功能园区。

本报讯（记者 吴口天） 日前，来自
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科创爱好者齐聚中国
传媒大学，参加第十三届中国少年科学院
全国小院士课题成果展示交流活动。区青
少年科学院有18项青少年科创项目入围
全国总决赛，经笔试、面试和答辩，有8个
科创项目获一等奖，这8个项目的研究者：
夏国清、张沛雯、陈文倩、马珺瑶、沈紫燕、
宋贺郁、严怡婷、张晓叶被授予全国“小院
士”称号；另有9个科创项目获二等奖，研
究者被授予全国“预备小院士”称号。

□记者 周 婧 通讯员 缪斯诗

新年伊始，西渡街道迅速行
动，以“赶考精神”开展大调研，
沉下去、俯下身子听老百姓意见。

1 月5日，西渡街道将“民意
直通车”开到了百姓群众的面前，
召集居民代表座谈并听取意见。

座谈会上，20名居民代表积
极提出自己的各项意见和建议。

“街道老体协还没成立，大家都
很牵挂”“子女都在国外，我们是
空巢老人却不能进入公立养老
院”……，居民代表们打开心扉，
畅谈自己的所见所想。参加座谈
的街道办事处领导一边认真听
着代表们的你一言我一语，一边
认真做着笔记。

听完居民的心声，相关分管
领导就能够现场解答的问题，一

一进行了答复：“今年政府对长
期护理保险进行试点，目的就是
为了进一步解决60岁以上人群
的养老问题，我们街道辖区内的
养老院也在筹备当中。”此外，对
现场无法立即答复的事项也详
细解释了工作进度和难点，以及
工作计划。听到了详尽的解答，居
民们主动的鼓起了掌，为街道干
部“点赞”。

“知政失者在草野，知屋漏
者在宇下”。新年里，西渡街道先
后开展了6场调研活动，收集百
姓意见建议96条，涵盖了民生、
医疗、城市建设等方方面面。通
过面对面交流，了解、掌握和解
决基层的实际困难。西渡街道还
将走进“企业的厂子、农民的院
子、居民的屋子”，通过多种渠
道，把居民请进来“谈”、走出去

“访”、发问卷“询”、新媒体“问”，
确保大调研工作不走过场。

政府服务接受群众“体检”
——西渡街道“民意直通车”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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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贤区代表、委员开展“两会”前集中视察活动

““把脉把脉””城市发展城市发展 更好建言献策更好建言献策
□记者 张莉莉 孙 燕

吴口天 崔一民

1月11日，即将参加区五届
人大三次会议和区政协五届二
次会议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们，分批来到望园路地铁站、
BRT站点、二福院、迎龙村和美
宅基等重点项目现场，开展集中
视察活动，实地感受2017年奉贤
经济发展中的累累硕果，为在

“两会”上建言献策做足准备。
华源、袁晓林、陈勇章、王霄汉等
四套班子领导参加视察。
“尝鲜”地铁、BRT：

交通更便利了
奉贤市民热切期盼的轨交5

号线南延伸段和 BRT 公交，昨
日迎来了首批乘客。地铁常坐，
但踏上奉贤的地铁，代表委员们
难掩心中的激动（如图）。

“感受到了奉贤交通发展的
迅速，这不仅是物理上的走
近，还将拉近老百姓生活质量
的距离。”委员朱正芳乘坐在 5
号线上，高兴地拿出手机记录下
难忘的一刻。作为华东理工的

教授，委员王以群每周都要在市
区和奉贤之间往返两次，她希望
在站点上能安排一些短驳车直
通海湾，方便师生的出行。

在 BRT 褚家站，18 米的公
交车首次满载而行。这个往返于

南桥汽车站和沈杜公路站之间
的 BRT 公交，将于今年上半年
正式运行。家住金汇的代表顾方
敏颇有感触，“BRT 开通后，对
大居的居民带来很大便利，也丰
富了出行方式。” （下转4版）

一个集产、销、研为一体的国际化多功能园区

欧洲中小企业产业园渐成气候

奉贤有8位少年被授于
中国少年科学院小院士

奉贤与务川扶贫协作结硕果
华源、袁晓林、杨游明等出席两地扶贫协作联席会议

（（王菊萍王菊萍//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