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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预报 7-10 多云 25-32℃ 东南风 3-4级 7-11 多云到阴有短时阵雨 26-31℃ 东南风 5级阵风6-7级 7-12 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 26-31℃ 东南风 5级阵风6-7级 （奉贤气象台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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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华公园南端荷花盛开，迎来了许多市民和摄影爱好者驻足欣赏拍照。（王菊萍/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孙 燕）7月9日，奉贤区政务数据
管理中心正式揭牌，这是上海市郊首个揭牌运行的管
理中心。区委书记庄木弟等出席揭牌仪式，他希望，通
过中心的成立，真正方便企业、群众办事。

本报讯（记者 张莉莉 实习生 罗家俊） 7月7日，
区长华源主持召开“三个一百”企业座谈会，与上海莱
士等6位来自龙头领军型、规模成长型、创新科技型的企
业家进行互动交流，认真了解并回应企业在土地、人才、
市场和融资等方面的困难和问题，就如何优化营商环
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征询企业家的意见和想法。

华源表示，和“三个一百”企业家代表座谈交流，能
真正了解企业的现状、困难和实际需求，对提升产业和
人才政策的精准性和可操作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优化营商环境都有很大的帮助。同时，也是开展大调研
很好的形式。 （下转4版）

□记者 孙 燕

7月9日，上海出梅后第一天早
晨，天气炎热。但在南桥镇汽车
站，一场以暗访为主题的督查活动
却已在此进行多时。区委书记庄
木弟以“巩卫检查员”身份，和副区
长袁园等一起，深入到背街小巷、
员工食堂、候车厅等地，为“巩卫”
进行了一次突击考试。

“在‘巩卫’过程中，各地区、各
部门一定要做到‘四个到位’，即属
地政府管理到位，部门责任落实到
位，问题解决到位，全民意识到
位。只有做到‘四个到位’，我们的
城市才会更有序、更安全、更干
净。”庄木弟表示，要处理好主体和
客体的关系，把“巩卫”工作常态化
做好。

补短板 清死角
在“巩卫”过程中，南桥镇汽车

站的形象虽发生了不少变化，但对
于“细节的处理”依然是一根短板。
在暗访中，地上积水流不下去，公
共服务功能陈旧等问题随处可见。
庄木弟明确表示，突出“四个到
位”，首先就要在“补短板，清死角”
上下功夫。

庄木弟强调，要以需求为导
向，对群众的“急难愁”和“愿思盼”
要舍得投入，让人民群众真正享受
到更完善、更优质的公共服务设施
和公共服务环境。 （下转2版）

本报讯（记者 孙 燕）7月6日，区
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庆祝改革
开放 40 周年活动方案。区委书记庄木
弟强调，奉贤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要
讲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奉贤改
革开放的故事，展示成就，引导广大干部
群众深刻认识改革开放是新时代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坚
定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决心和信心，将改
革开放进行到底，奋力打造新时代“奉贤
美、奉贤强”的新高峰。

区委副书记、区长华源，区人大常委
会主任袁晓林，区政协主席陈勇章，区委
副书记王霄汉听取有关情况汇报。

庄木弟指出，改革开放正当时，重整
行装再出发。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做到
主观与客观的统一，着力解决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
发展之间的矛盾。要以人民为中心，让
改革开放的成果更多地惠及人民群众，
不断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他强调，要
认真总结奉贤改革开放 40 周年中取得
的成果和经验、教训，整理具有代表性、
典型性的人物、事件，力求在文艺作品创
作、城市形象塑造等方面加以表现，颂扬
先进人物，讴歌伟大时代，弘扬改革开放
精神。同时，全区上下要想在一起，干在
一起，形成工作合力，谱写好上海建设卓
越全球城市的奉贤篇章。

区委常委徐卫、韦明、包蓓英、周龙
华、连正华、顾耀明出席。

本报讯（记者 张莉莉 实习生 罗家俊） 7 月 7
日，区长华源赴鼎丰酿造食品公司庄行新建厂房工地，
对6月26日安全大检查、大整治中发现问题进行复查。

本报讯 （记者 张莉莉
实习生 韩雨辰） 7月9日，奉
贤区人民政府与均瑶集团进
行战略合作签约。区委书记
庄木弟讲话，区长华源代表区
政府与均瑶集团进行签约。

庄木弟表示，双方要通过
优势互补提升奉贤城市能级
与核心竞争力。希望均瑶集
团能在国际化大都市背景下
对奉贤的乡村振兴、产城融合

等方面作出贡献，走在全市前
列，让双方在合作中共同有获
得感。均瑶集团董事长王均
金表示，均瑶集团将全力做出
成果，实现互利共赢。

上海均瑶集团拟在奉贤
区设立“均瑶育人奖”教育专
项奖励基金，并将在五年内投
入 200 万元以上的资金奖励
一批优秀基层教师。同时，将
投资设立上海奉贤世界外国

语幼儿园、上海奉贤世界外国
语学校，把世外优质教育品牌
在奉贤区做大做强。集团还
将在奉贤区落地城市一卡通、

“i-Fengxian”无线 WiFi 等项
目，助力打造智慧无线城市。
双方将以奉贤区产业规划为
基础，推动奉贤区转型升级，
打造“产城融合”新模式。

区领导马建根、顾佾、袁
园、张开明参加。

□记者 孙 燕

蓝图绘就，重在落实。
7 月 6 日，在中共上海市

奉贤区第四届委员会第五次
全体会议落幕后第一天，各

镇、街道、社区、开发区便立足
实际，围绕“聚焦比较优势，
打响’四大品牌’，提升城市
能级和核心竞争力”，第一时
间拿出了各自的细化方案、
落实举措和时间表，以凝心聚

力之势，全面落实区委全会决
策部署。

坚持对标顶级
矢志创造一流标杆
奉贤要担起新使命、实

现新作为，必须对标顶级、

创造一流，打响东方美谷系
列品牌。 （下转2版）

奉贤召开“五违四必”综合整治暨无违建村居（街镇）、“两个和美”创建推进大会，庄木弟强调

乡村更净美 楼道更和美
本报讯（记者 潘丹云 实

习生 罗家俊）7月9日，奉贤
召开“五违四必”综合整治暨
无违建村居（街镇）和“两个和
美”创建推进大会。区委书记
庄木弟强调，进入新时代，要
有新的作风、新的气象，全区
上下要携起手来，撸起袖子加
油干，使奉贤五违四必”综合
整治工作及无违建村居（街

镇）、“两个和美”创建上新台
阶、新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
多获得感和满意度。区委副书
记、区长华源，区人大常委会
主任袁晓林，区政协主席陈勇
章，区委副书记王霄汉出席。

庄木弟表示，奉贤作为全
国首批农村社区治理试验区，
要积极改变发展观念，变被动
为主动、变限制式为发展式、

变碎片化为系统性，力争在
“五违四必”综合整治暨无违
建村居（街镇）和“两个和美”
创建中，争做表率、带头、示范
作用。他指出，各村创建工作
收效的不平衡，根本来源是思
想的不平衡。要激发人民群
众的内生力，调动主动性、创
造性与积极性，把要我做变成
我要做。要有更明确的蓝图

规划，“留得住乡愁，看得见发
展”，在田园、公园、绿化、湿地
等自然资源的基础上，发展生
态旅游等产业；要加大投入、
继续发展，增绿化、补功能，将
水、林、路、田、楼建设成和美
的生态系统。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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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木弟为政务数据管理中心揭牌

张恩迪来奉开展专项民主监督
本报讯（记者 蔡倩雯） 7月6日，致公党中央副

主席，市政协副主席，致公党上海市委主委张恩迪来
奉，对奉贤区人才政策开展专项民主监督，并召开座谈
会。区领导庄木弟、华源、陈勇章、王霄汉等出席。

华源向全区校长作区情形势报告
本报讯（记者 吴口天） 7月6日下午，区长华源

向参加2018年奉贤区中小学、幼儿园校（园）长暑期培
训班的近500名教育系统干部作区情形势报告。

华源对鼎丰新厂工地进行复查

华源主持召开“三个一百”企业座谈会

优化营商环境 提高经济密度

突出“四个到位”实现“多元共治”
——庄木弟“巩卫”现场督查侧记

巩固国家卫生区巩固国家卫生区
创建成果创建成果

奉贤与均瑶集团战略合作，庄木弟、华源出席

“世外”优质教育将落地奉贤

全区各街镇凝心聚力落实区委全会决策部署

对标顶级 凸显优势 点上发力

学习贯彻区委四届学习贯彻区委四届
五次全会精神五次全会精神

赶考永远在路上 〉〉〉详见3版

上半年全区财政总收入完成308.57亿元

时间过半 完成任务过半
〉〉〉详见2版

和美宅基
和美楼组创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