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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蔡倩雯） 魅力
奉贤、贤城娃娃乐、“醉”美贤城我
的家……一幅幅生动活泼的绘画
作品诉说着贤城少年对奉贤的热
爱。近日，由团区委开展的“红领巾
添彩贤城美”活动受到了各中小学
生的积极响应，短短一个月时间就
征集到了400余幅绘画作品。

高楼林立的大都市里，小朋友
们在菜花节愉快地游玩……这幅
俏皮可爱的作品来自育贤小学一
年级 2 班的徐心博，她在这次绘画
活动中获得小学组一等奖，在她看
来，奉贤就是这样一个既国际化也
有着本土特色的金黄菜花田和成

片桃花林，“而我们可以在这个美
丽的城市中快乐的生活着。”和徐
心博一样，其他几名获奖的小朋友
充满童趣的作品中传递着对家乡
未来的美好向往。

据了解，团区委结合“和美宅
基”“和美楼道”创建工作，面向全
区各中小学校学生，围绕“美丽贤
城 我的家乡”这一主题，以家乡
景、家乡人、校园生活等为切入点，
征集绘画作品，充分体现家乡发展
之美、发展之强。

来自育秀实验学校的丁澄晨
经常在双休日和父母去奉贤的各
公园景点踏青休闲，在这次活动

中，她以海湾森林公园的樱花为素
材，勾勒出了一个花海中的奉贤，

“奉贤的花可多了，有梅花、樱花、
油菜花……”丁澄晨介绍，所以她
给画起名为“贤城飞花满园春”。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中，少先队
员们将在社区少工委的组织下，与
大哥哥大姐姐们一同进社区、进村
居、进田间，开展墙体彩绘活动，让
优秀的绘画作品出现在贤城的每一
个角落。”团区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道，希望通过这个活动，进一步深化
贤城少年领巾志愿服务行动，鼓励
队员们通过这一活动，为区内乡村
振兴战略的实施贡献领巾微力量。

4到5月正是日本晚樱的花期，在苏宁生活广场前多
棵晚樱盛开，开满枝头的粉色樱花近看给人一种即厚实又
典雅感觉，市民们路过不妨可以驻足欣赏一番。

（记者 陶 涛/摄影报道）

贤城少年绘贤城 贡献领巾微力量

本报讯 （记者 吴口天 实习
生 胡加美） 4月8日下午，奉贤区
第30个爱国卫生月、第28届健康教
育周暨万步有约颁奖仪式在年丰
公园举办。此次活动主题为“清洁
城乡，除害防病，健康你我”，由奉
贤区健康促进委员会、奉贤区卫生

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联合主办。活
动还为 2017 年“万步有约”职业人
群健走激励大奖赛奉贤赛区中取
得优异成绩的单位与个人颁发奖
项。副区长袁园出席活动，并宣布
区第30届爱国卫生月、第28届健康
教育周全面启动。

本报讯 （记者 张莉莉） 3 月
29日，2018东方美谷化妆品企业美
丽健康沙龙在奉贤区举行，东方美
谷内企业负责人与专家学者共聚
一堂，围绕推动产业链资源整合、
促进创新转型升级进行热烈讨论，
推动构建“东方美谷”美丽健康创
新型产业集群。

伽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如
新（中国）日用保健品有限公司、上
海艾樱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凯宝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等4家东
方美谷化妆品相关企业就企业品
牌和文化以及各自企业的新产品、
新技术、新模式进行推介，并提出
了相应的合作需求。

本报讯 （记者 张莉莉） 3 月
28日，东方美谷品皇咖啡孵化基地
在生物科技园区正式揭牌成立。
在后政品欣食品（上海）有限公司
内的咖啡学院，已建成1300平方米

实验室与100平方米咖啡教室。学
院将导入国际精品咖啡认证课程
为主，配合上海市专项咖啡师项目
及团体课程运营，为奉贤乃至全国
培训咖啡师人才。

本报讯 （记者 潘丹云 实习
生 金佳莹）4月11日，奉贤召开今
年无违建村居（街道）创建工作第三
次现场推进会。

截至4月9日，区创建办共收到
创建申请218个，创建申报率达到
80%，全区累计拆除违法建筑5351
处，108.5 万平方米，市无证建筑
数据库销项 2958 处，39 万平方
米，今年的违法建筑销项率要达到

70%以上。
会议强调，今年无违建居委创

建必须牢牢围绕百路整治、六个整
治、和美楼组、遏制新增这四个具体
要求开展创建，必须把握四个环节，
推行“创建申报审核制”，注重过程
和结果并重创建，拆违整治必须要
让群众有获得感、安全感，拆违整治
必须体现公平性、公正性。区委常
委、副区长顾耀明出席。

东方美谷化妆品企业沙龙举行

东方美谷品皇咖啡孵化基地成立

□记者 潘丹云

4 月 4 日，吴林习拿到营业执
照，从窗口工作人员口中得知他是
奉贤第一位来领取“一窗通”营业
执照的法定代表人，他激动地拉上
合作伙伴、临海园区代办送审员一
起和新执照在企业注册大厅合影
留念。

3月31日，上海市开办企业“一
窗通”服务平台成功上线，实现了
工商、税务、银行、公安“一网通
办”。将开办企业的环节减少为工
商执照、公安刻制公章、税务涉税
事项（含申领发票）３个，时间将由
原先22天缩短为最快５天。

“‘一窗通’的办事速度，这次
是切切实实体会到了”。吴林习介
绍，4月4日一早，他委托代办送审
员通过“一窗通”一次提交开办企
业所需的工商、公安、税务、银行登
记信息，在工商登记环节预审通

过。得知消息，他就和合作伙伴从
市区赶赴奉贤，在系统生成的文书
和有关登记材料上签署名字向登
记窗口递交材料，短短半个小时，
崭新的营业执照就拿到手上了。

“更不可思议的是，这边企业
设立核准的信息提交后，公安、税
务、银行部门已经通过‘一窗通’获
取工商登记信息，真的会出现执照
还没领，税务事项核好了、发票都
领好了！”临海园区的送审员王菁
说起“一窗通”也分外有感触，3 月
31日上线当天，她通过“一窗通”就
成功提交了两家新设企业的登记
申请，全区第一家“一窗通”个人独
资企业的营业执照也是她代办的。

“虽然新系统上线尚有许多需要磨
合之处，但数据真是跑出了加速
度，必须点赞！”

为促使开办企业“一窗通”网
上服务平台上线后在奉贤能够及
时、无障碍运行，注册许可科第一

时间调派相关工作人员投入处理
涉及网上待预审环节、收件环节、
待创建材料、待受理决定、待出照
等各环节的企业设立登记事项，加
班加点，加快数据录入、收件、审核
等业务流程。3月27日至30日4天
内，共处理了涉及网上待预审环
节、收件环节、待创建材料、待受理
决定、待出照等各环节的企业设立
登记事就达2100余件，是平时月度
工作量的一半。3月30日下午，赶在

“一窗通”上线前，注册许可科组织
园区单位240余人的实务操作及业
务培训。

截至4月4日，全区通过“一窗
通”提交的企业设立申请已达 808
件，预审通过351件，已核准登记15
件。

首批“一窗通”营业执照发出
——奉贤为新设企业服务再提速

向行政机关“开方”为执法部门“带箍”
（上接1版）“划定问责红线，在

问责中推进落实。”庄木弟指出，要
加强党的领导，完善体制机制，制定
出硬指标、硬措施、硬考核、硬问责，
明确不管涉及到谁，有没有参与，都
要一查到底，坚决查处，确保“作风
建设落实年”活动和可丈量行政执
法等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华源指出，抓落实，务必要紧扣
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市委
强调做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这篇大
文章的要求，上海“四大品牌”建设，
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
的根本要求，积极解放思想；抓落
实，务必要聚焦城市精细化管理、优
化营商环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社
会治理创新，主动攻坚克难，改革创

新；抓落实，务必要坚持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行政权力公开透明，严格
依法行政；抓落实，务必要增强群众
观点、增强群众工作能力，积极转变
作风。

区委、区政府出台《奉贤区关于
开展“作风建设落实年”活动的实施
方案》《奉贤区关于推进可丈量行政
执法工作的实施意见》，明确将从鼓
励开拓有为、支持善做能为、问责无
所作为、惩处腐败行为4部分9方面
推出26条措施；着力解决当前本区
在行政执法工作中存在的有法不
依、执法不严、用法不当和不作为、
慢作为、乱作为等突出问题。

区领导韦明、包蓓英、周龙华、连
正华、顾耀明在主席台就座，区领导
陈洪凡等四套班子领导参加会议。

环境要更生态 百姓要更幸福
（上接 1 版）要明确领导体制，

成立独立运作的指挥部和开发公
司。要进一步深化规划，清晰板块
功能，细化留改拆增，尽可能保持
原生态面貌，避免大拆大建，同时
完善配套交通和设施。要凸显奉
贤的特色和特点，保证郊野风貌，
增加农艺元素，做好精品民宿，并
且挖掘生物多样性。要在政策资
金上予以保障，尽可能盘活消化原
有建设用地。要明确建设时间节
点，列出开园时间表。

又讯（记者 张莉莉） 4 月 10
日下午，华源就农民居住问题进行
调研，实地察看庄行镇新华村“三
个集中”和新叶村宅基地归并项
目，并展开座谈交流。相关职能部
门和部分镇、村负责人提出设想和
意见建议。

华源指出，各部门和单位要统
一思想，高度重视农民居住问题，
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进一
步明确制度设计，形成一致意见。
要进一步转变思路，因地制宜、实
事求是，“多条腿走路”，不搞一刀
切，多渠道、多方式推进解决农民
居住问题。要区分轻重缓急，分类
有序推进农民集中居住工作，农村
危房要开辟“绿色通道”将其翻建，

“三线”和生态敏感区域按照宅基
地置换模式加快推进，美丽乡村示
范村要根据美丽乡村建设标准，创
造条件推动农民居住条件改善。要
在全面梳理整合市、区两级政策基
础上，形成解决农民居住问题的总
方案，并进一步完善农村建房风貌
导则、安全管理等配套政策，强化
政策供给。

区领导连正华参加。

本报讯（记者 傅潇瑶） 近日，一场名为“文
明之城·美在奉贤”的主题摄影展，在区图书馆底
楼东展厅开幕。此次活动全面展示奉贤区创建全
国文明城区、争创国家生态园林城区成果、展示
奉贤人文形象。

本次摄影展以“发现我们身边的美”为切入
点，用镜头艺术记录和见证了奉贤城乡的发展变
化。自去年9月面向全社会公开征稿以来，共征集到
摄影作品500余幅，经层层筛选，共有120幅优秀作
品入围，分别展现了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区的大背景
下，奉贤的人文之美、城市之美和生态之美。

据悉，本次展览由区委宣传部、区文明办主
办，区文联承办，区图书馆、区摄影家协会协办。
展览从即日起至4月17日持续开放，市民群众可
在周一（13:00-17:00）、周二至周日（9:00-20:00）
前往奉贤图书馆底楼东展厅参观游览。

“文明之城·美在奉贤”
摄影展在图书馆开幕

作风建设落实年作风建设落实年

无违建村居（街道）创建工作推进会召开

今年奉贤违法建筑销项率达70%以上

清洁城乡 除害防病 健康你我
第30届爱国卫生月、第28届健康教育周全面启动

4月12日，2018年
奉贤“宣传大篷车”巡
回下乡活动在上海润
广文化科技产业园拉
开帷幕。活动将分为
12场，通过“贤城宣传
轻 骑 兵 ”，深 入 到 各
镇、街道、社区、旅游
区。届时，将有越来
越多群众感受到此次
活动的新魅力。区领
导王霄汉、汪黎明、张
开明等出席。

图为领导和市民
佩戴 VR 眼镜体验全
景虚拟世界。（王菊萍/
摄 记者 孙 燕/文） 20182018年奉贤年奉贤““宣传大篷车宣传大篷车””启动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