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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莉莉）日前，
沪升·长叶科创中心在市工业综合
开发区揭牌，首批优质企业包括辰
磁科技、汤苑健康、攀禧发展等正式
入驻。沪升集团与长叶科创达成战
略合作，打造为企业提供创新产品、

创新理念、创新战略的“孵化中
心”。这也是开发区打造商务楼宇

“一楼一品”的又一力作。
作为创新创业服务的平台，沪

升·长叶科创中心将为企业提供全
方位的服务。

沪升·长叶科创中心揭牌

本报讯（记者 邵毓琪）2月8
日，奉贤区召开全面深化“交通法
治示范区”创建工作推进会。

会议要求，各相关部门要把
“交通法治示范区”创建，作为增强
群众获得感的切入点与支撑点，以
更高站位、更高标准、更高要求，把

“交通法治示范区”作为特色小镇

建设的一个基本元素，去设计、去
开展、去谋划；要牢固树立品牌意
识和精品观念，开展多元化宣传、
精细化管理、合成化整治，挖潜能、
补短板，全面打造全市“交通法治
示范区”创建升级版和新高峰。

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周龙华
出席会议。

本报讯（记者 吴口天） 2月8
日下午，区教育督导工作会暨迎接
市教育督政动员会在区会议中心召
开。会上，听取了 2018 年区教育

督导委员会工作报告、区迎接上海
市对区县政府依法履行教育责任综
合督政工作方案。

副区长袁园出席。

本报讯（记者 张莉莉） 春节
长假将至，各大商场迎新活动纷
呈。2月14日起，百联南桥购物中
心将推出迎新红包乐翻天、热热闹
闹贺新春、幸福刮刮乐、新年送公仔
等活动。奉贤宝龙广场从2月4日

起，推出新年花卉市集，以花卉市集
带动年味。上海奉贤浦商百货有限
公司以浪漫情人节活动为主轴，部
分商品进行促销。奉贤苏宁易购则
以儿童活动为亮点，包括畅玩积木
王国、写春联赐福字等活动。

□ 戴明华

最近，我结合大调研工作，连续
走访了上海雅培制药公司等几家企
业，燎原居民区几户居民家庭，以及
燎原居委会、镇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等几个基层单位，通过不同层面的
走访，不仅更深入地了解到基层实
情，还对如何做好企业的“店小二”、
群众的“贴心人”、基层的“领头雁”
有了新的认识。

“店小二”就是撸起袖子帮企业
处理几件烦心事

1 月 25 日，迎着新年的第一场
雪，我走访了上海雅培制药有限公
司，这是我镇去年纳税排名第一的
实体企业。当说明来意之后，厂长严
音立马把企业当前遇到的一些“烦
心事”倒了出来：雅培公司一直有扩
容生产的意向，但一想到环评、报批
等程序上的繁复，就迟迟不敢启动；
公司专业人才紧缺，但高端人才却
引不进、留不住……了解企业“烦心
事”后，我向他详细介绍了区委加快
实体经济发展的“10 条意见”和关
于人才激励的若干意见及实施细则
等相关内容，并责成相关部门第一
时间跟企业见面对接。

我们常说，要当好企业的“店小
二”，这绝不该是走过场、装样子，而
应笑脸相迎、认真倾听，全方位、多角
度了解和听取企业的呼声与诉求。

“贴心人”就是扑下身子为居民
排解几件忧心事

1 月 26 日，我到社区走访了施
浩光、盛火章两户人家。虽然屋外
雪花纷飞，可屋内却春意融融。老
施谈到，希望党委加强对党员干部
特别是年轻党员的理想信念教育，
让“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崇高信念
延续下去；老盛则谈到，希望五四有
限公司能免除燎原居委办公场所租
赁费，省下钱来更多用于服务农场
退休职工。面对群众的“忧心事”，我
向两位老人表态，镇党委、政府今
年将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为抓手，积极探索新时期加
强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的新途径
和新方法，让全镇党员干部尤其是
年轻党员普遍接受一次党性教育。

“领头雁”就是迈开步子为基层
解决几件操心事

在和燎原居委同志们交流中我
了解到，当前最让居委干部操心的
就是居民日常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比如，老旧小区天然气管道等基础

设施何时修建问题；银行网点等公
共服务配套不全问题；老龄人口集
中小区为老服务工作人员紧缺问题
等等。说到底，就是事关百姓生活的
配合设施规划建设远不能满足居民
的实际生活需求。我边听边记边思
考，燎原小区作为海湾镇的边远地
区，居住户数近 1000 户、常住人口
3000人左右，与较为成熟的星火镇
区、五四社区相距均超过 10 公里，
若按照常规标准来配套基础设施和
公共服务，肯定费时费钱费力，且不
能做到物尽其用。考虑到其规模小
又地处偏远，只有整建制转移置换
的方案才是彻底解决这一困扰的唯
一途径。我们以长远的战略眼光和
功不在我的胸襟气度实施着“二次
农垦”。

我想，既然是“领头雁”，就该
“一飞冲天、一往无前”，如果畏畏缩
缩、缺乏主见，思想保守、墨守成规，
怎能冲破痼疾、解决问题？头雁始终
攀高望远、阵雁方能遨翔天宇？

大调研——街镇干部手记

烦心事、忧心事、操心事，我们来办

千百问千百问 千百策千百策
千百梦千百梦 千百圆千百圆

2 月 8
日，市、区10
多位书画家
专程来到有
着 600 多年
历史的古刹
万佛阁，为
市民献爱心
写春联，现
场 送 出 200
幅春联、200
个“福”字，
给狗年新春
带来了浓浓
的春意。

（方国政
/摄影报道）

“交通法治示范区”创建全面深化

奉贤举行教育督导工作会

各大商场迎新活动纷呈

本报讯 （记者 孙 燕 实习
生 奚 柔） 2月12日，大船货币起
源展揭幕，用展版的形式生动诠释
了如何在奉贤发现货币的前因后
果，让观众更直观地了解奉贤文
化。这也是奉贤区积极落实上海

“文创50条”、打造建设南上海文化
创意园的举措之一。

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卫出

席揭幕仪式。
随着大船货币起源展的揭幕，

一个由货币起源引发的“贤文化”
研讨会也随之开启。在研讨会上，
区内各贤文化专家围绕这一主题
畅所欲言，大家纷纷表示，要把探
索货币起源故事作为扩大奉贤知
名度的举措，促进奉贤文化事业新
发展。

大船货币起源展揭幕

古刹墙畔献爱心送春联古刹墙畔献爱心送春联

维护节日稳定 创新工作特色
（上接1版）区委书记庄木弟对

去年奉贤双拥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
充分肯定，并要求努力推进“四创”
全国双拥模范城建设。区委副书
记、区长华源主持会议。

区领导王霄汉、高翔、陆建国、
吴梅等出席会议。会上，奉城镇、金

汇镇、区卫计委、区司法局、空军预
备役某团、武警奉贤消防支队 6 家
军地代表作工作述职。

又讯（记者 周 婧）2月9日，
奉贤区召开武装工作会议。会议回
顾总结去年工作，部署今年全区武
装工作任务。区委书记庄木弟强调，
做好做实军民融合，要在“统”字上

下功夫，在“融”字上做文章，在“新”
字上求突破，在“深”字上见实效。

会上学习中央军委习近平主席
军事训练令，传达上海警备区党委
扩大会议精神。奉城镇等三家单位
作党管武装工作述职报告。副区长
袁园宣读表彰通令。区领导高翔、
马建根、张开明等参加会议。

同心同向 共谋发展
（上接1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同舟
共济、奋力前进，同心同向使力，下好
一盘棋，同乘一条船，拧成一股劲，为
奉贤人民谋幸福，让人民群众更有获
得感，画出越来越大的同心圆。

在听了 9 位代表的发言后，庄
木弟指出，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是
同心同向的核心。当前，奉贤面临

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各民主党
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要围绕区
委、区政府中心工作，助力奉贤在
新时代新形势下找到新的发展着
力点，发挥好比较优势，打造好“4+
1”品牌，切实把机遇转换为强劲动
力，让奉贤“风景这边独好”。

区政协主席陈勇章出席会议
并讲话。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包
蓓英主持会议。

全面增强核心竞争力
（上接 1 版）华源强调，国有企

业要加强学习，提高政治站位，切
实增强“四个意识”；要切实提高
工作能力，突出抓好工作主业，
加大实体型产业项目招商引资力
度，守住安全环保底线不动摇，
全面增强核心竞争力；要严格廉
洁自律，落实“四责协同”，与廉
政风险点结合，项目化制度化推

进，抓实抓深抓透，并要延伸到
基层最末端，确保整个系统不出
问题。华源要求杭州湾公司班子
对民主生活会查摆出来的问题要
细化整改措施，形成清单，责任
落实到人；要对当前可以解决的
问题狠抓即知即改，对群众反映强
烈的突出问题集中治理，为打造新
时代“奉贤美、奉贤强”的新高峰贡
献力量。

中国昆曲与西方歌剧的对话
（上接 1 版）一同创造“在意大

利遇到杜丽娘”这令人难以想象的
跨界视听秀，成就一场世界经典级
的 2018 南上海新春音乐会。这是
奉贤区积极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
神，坚持以国际化视野打响“南上海
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品牌效应的
创新举措之一。

打响“南上海文化创意产业集
聚区”品牌，奉贤的目标是在“上海
文化”品牌建设征程上开辟“奉贤新
天地”。区委书记庄木弟也曾在不
同场合提到，“城市文化的半径越
长、辐射面越广，影响力就越大”，他
还特别强调，要聚焦文化大事、文化
大师、文化科技、文化建筑，目的就
是扩展文化的影响半径，从而让城

市更有魅力。此番，区
委宣传部变“走出去、请
进来”为“跨界以至于无
界”，正吹响了本土文化
向国际化进军的号角。

音乐会上，在著名
表演艺术家宋怀强导赏
下，热情奔放的歌剧《我
的太阳》《船歌》《女人善
变》《漫步街头》等名曲
与内敛含蓄的昆曲经典
桥段《牡丹亭·游园》《牡

丹亭·惊梦》《牡丹亭·寻梦》交替响
起，令观众有一种随心徜徉在东西
方艺术世界之感。一名观众就感受
颇深：“一张音乐票，同时领略两种
艺术，大饱眼福。”随着音乐会的成
功举办，奉贤 2018“东方美谷艺术
节”、第四届“美丽奉贤”戏剧节也随
之拉开大幕。

在推进“南上海文化创意产业
集聚区”品牌过程中，中西方艺术的
融合，仅仅只是一部分。奉贤对文
化品牌的建设有着更高的追求，那
就是根据奉贤自然资源禀赋和比较
优势，全力打造产业品牌、城市品牌
和文化品牌，切实把产业品牌转化
为城市品牌，再将城市品牌变成文
化品牌，最终实现产业、城市、文化

“三融合”，实现全域协调发展。
区领导王霄汉、徐卫、包蓓英、

汪黎明、马建根、汤芷萍、邵惠娟、张
开明等出席音乐会。

（（李国芬李国芬//摄摄））

（（王菊萍王菊萍//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