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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贤美奉贤强进行时奉贤美奉贤强进行时

本报讯（记者 孙 燕 吴口天
崔一民 实习生 奚 柔）春节前夕，
区领导庄木弟、华源、袁晓林、陈勇
章、王霄汉等分成 15 检查组，深入

到各单位对重点行业领域和人群密
集场所进行安全生产大检查，排查
事故隐患，确保全区人民过一个欢
乐、平安、祥和的新春佳节。

本报讯（记者 孙 燕） 2月10
日，区委书记庄木弟会见紫光集团
总裁李明一行，双方就未来如何加
强合作，谋划更多项目在奉贤落地

进行了交流。庄木弟希望，紫光集
团积极参与奉贤经济社会各项事
业发展中。李明表示，期待双方能
进一步加合作，实现共赢。

本报讯（记者 蔡倩雯） 2月9
日，区总工会召开四届二次全委（扩
大）会，审议相关报告，部署“奉贤工
匠”评选工作。区领导王霄汉、陆建
国出席。

本报讯（记者 孙 燕 实习生
奚 柔）2月11日，奉贤区召开党外
人士新春座谈会，邀请各民主党派、
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
围绕乡村振兴计划、城市功能建设，
积极建言献策。区委书记庄木弟出

席并讲话。
庄木弟指出，各民主党派、工商

联和无党派人士要以改革开放 40
周年为契机，抓住改革开放再出发
的重大机遇，以中共党的十九大精
神为指引， （下转2版）

本报讯（记者 张莉莉 周 婧） 2
月9日，奉贤区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市
政法工作会议和信访工作会议精神，
部署奉贤区春节及全国“两会”期间的
信访及政法维稳工作。

区委书记庄木弟指出，当前信访
形势复杂、情况多样，要认清形势、强
化担当。要“止新化旧”提高出信出访化
解率，把大调研变为化解矛盾的契机，
大力解决历史积案。要强化领导形成合
力，“抓源头、抓苗头、抓头头”，加强各

级领导和属地主管部门领导责任。
庄木弟强调，切实做好全国“两

会”期间的信访维稳工作，要掌控社会
的风险源，重点研究“止新化旧”，以镇、
街道及开发区为单位，做到底数清、情
况明，切实解决思想不统一、信息不对
称、落实不到位、调查研究不充分的问
题。他指出，做好政法工作，要确保“不
发生暴恐袭击事件、不发生大规模群体
性事件、不发生重大社会治安事件、不
发生重大公共安全事件”，抓紧落实当

前扫黑除恶各项工作，要进一步提高安
全生产意识，扛起责任，勇于担当。

又讯（记者 周 婧） 2月9日，奉
贤区召开双拥工作述职大会。会议回
顾总结过去一年双拥工作，部署安排
今年双拥工作任务，共商双拥大计，共
叙鱼水之情。 （下转2版）

本 报 讯 （记
者 张莉莉） 2 月 9
日，区委副书记、区
长华源参加杭州湾
经济技术开发公司
班子领导干部民主
生活会，听取杭州
湾公司领导班子对
照检查，班子成员
对照检查及开展互
相批评情况。

华源对杭州湾
公司2017年经济产
业发展各项工作成
效给予肯定，并表
示，杭州湾公司作
为国有企业认真贯
彻落实好民主生活
会，每位班子成员
敢于直面问题，敢
于 批 评 和 自 我 批
评，班子团结融洽，会议开出了好
的效果。 （下转2版）

本报讯（记者 孙 燕） 2月10
日，在区会议中心大礼堂，由区委
宣传部牵线搭台，邀请传统昆曲妆
扮的著名昆曲演员赵津羽与上海
歌剧院著名男低音歌唱家徐奇，以

“有爱，路就不远”为名，以“西方与

东方的交流、歌剧与昆曲的对话”
为艺术形式， （下转2版）

本报讯 （记者 孙 燕 周 婧） 2
月 12 日，区委书记庄木弟，区委副书
记、区长华源等一行分两组，先后来到
区中心医院、区中医医院，慰问住院老
同志，向他们送去了党和政府的关怀
与春节祝福。

在区中心医院，庄木弟依次看望
了20位住院老同志。在慰问老同志期
间，庄木弟发现，陪伴老同志的多为子
女时，他说，我们要大力宣传、弘扬孝

贤文化，营造全社会关爱老人的良好
氛围。在慰问中，庄木弟详细询问了老
同志的生活情况。当崔永进说出今年已
有98岁高龄时，庄木弟立即送上祝福：

“祝您向100岁进军。”当86岁的潘少芬
对医院服务表示满意时，庄木弟叮嘱：

“有什么要求你们一定要提。”庄木弟希
望医护人员能继续呵护关爱好住院老
同志，并对医务人员的付出表示感谢。

在区中医医院，华源看望了9位住

院老同志。华源关切询问老同志们的
身体情况。89岁的张春瑞，当年随着
百万雄师渡江南下来到奉贤，他感动
地说，“感谢大家还记得我。”华源表
示，我们要向老革命、老干部们致敬学
习。他叮嘱医护人员要加强日常护理
工作，把老同志们的健康，放在服务的
首位。同时，他还为全体医护人员送
上了节日问候。

区领导韦明、梅广清等出席。

庄木弟、华源节前走进病房慰问

为老同志送去春节祝福

（（王菊萍王菊萍//摄摄））

（（记者记者 陶陶 涛涛//摄摄））

区召开政法信访专题和双拥、武装工作会议，庄木弟、华源等出席

维护节日稳定 创新工作特色

奉贤区召开党外人士新春座谈会，庄木弟强调

同心同向 共谋发展

同志们，朋友们：
值此新春佳节之际，我谨代表中共奉贤区委、区人大、区

政府、区政协，向全区人民、在奉各高校、各市属单位和驻奉部
队官兵、公安干警，以及所有关心、支持、参与奉贤发展的社会
各界，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美好的祝福！

过去一年，风景这边独好，我们拼博了，尽力了！城乡面貌
有了新变化，道路宽了、交通便了，公园多了，国妇婴、九棵树
未来中心、老年大学等公共建筑多了！世界青年艺术节、开启

“世界之窗”、生态村组-和美宅基、和美楼道的创建如火如
荼，水清了、岸绿了、宅前屋后干净了，城乡更文明、更安全、更
有序，“四堂间”里笑声起，乡愁韵味更浓了……东方美谷的蝶
化，成就了“中国化妆品之都”，财政腰包也鼓起来了，一举突破
400亿元规模，列全市增幅第一！“十字水街，田字绿廊，王字意
象，九宫格里看天下，一朝梦回五千年”的城市意象正徐徐展开
……“风雨彩虹·圆梦行动”，近31万人次从中受益。一个个暖
人的举措，让我们多了一份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自豪感！

新的一年，我们要逐梦新时代，打造新高峰，用美丽来定义
奉贤的发展！从“美丽乡村”到“美丽产业”、到“美丽城市”、再到

“美丽生活”，每一个“美丽”背后，要求的不只是颜值，更有内
涵。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要把解
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作为主战场，全面提升新城的功能，
全力推进南上海中心建设，加强杭州湾规划研究，强化制度供
给，争创一流的营商环境，着力打造制造、服务、购物、文化和生
态品牌，实现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加快推动城市空
间、产业空间、文化空间的深度融合，体现东方美谷、全域之美。
全力推进生态环境建设和城乡精细化管理，扮靓美丽街区、美丽
家园、美丽乡村。积极实施乡村振兴计划，推动“农艺公园，田园综
合体”建设，找到城市化与逆城市化的最佳结合点，推进“生活驿
站、三社联动”建设，让奉贤人的生活，有城市一样的品质、又有城
市不一样的感觉。全面从严治党，探索实施可丈量的执法，着力
消除一切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现象。对照人民群众的要求，在
就业、社保、养老、农民建房、文化产业、项目建设等方面，目前还
存在诸多不足。我们要坚持“千百问、千百策、千百梦、千百圆”的
大调研目标，努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愿思盼”问题，做到“上
有所呼、下有所应、应得坚决”，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应得精
彩”，与大家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以奋斗的姿态、赶考的状态，抓
好作风建设落实年，争取交出一份人民群众满意的答卷！

市民朋友们，改革开放再出发，砥砺前行不停步！美好的
生活，不是天上掉下来，而是奋斗出来！让我们高举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最
好水平，打造新时代“奉贤美、奉贤强”的新高峰而努力奋斗！

最后，衷心祝愿全区人民在新的一年里阖家欢乐！幸福安
康！狗年“旺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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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昆曲与西方歌剧的对话
有爱，路就不远 奉贤区举办新春音乐会

图为庄木弟、华源分别看望老同志崔永进和张春瑞。

本报讯（记者 吴口天） 2月9
日，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袁晓林赴杭
州湾开发公司走访慰问高层次人才
代表——上海英科实业有限公司董
事长刘方毅。

区领导开展节前安全生产大检查

庄木弟会见紫光集团总裁李明

区总召开全委（扩大）会袁晓林慰问高端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