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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在心，责任在肩。奉贤区
各民主党派积极响应中共奉贤区
委大调研的工作部署，在区委统战
部牵头下，建机制、搭平台、强队
伍，围绕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主
动融入、同向发力，与街镇社区结
对共建，走访联系相关职能部门，
深入基层一线考察调研，道实情、
建良言，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参政党的责任担当。

调研协商质量提升
中共奉贤区委明确了“深化国

资国企改革”“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加快实体经济发展”等6个
协商议题作为全年政党协商计划，
为了提升协商质量和水平，各民主
党派年初伊始纷纷行动起来。

在区委统战部的牵头下，各民
主党派与政府职能部门对口联系
工作机制得到进一步健全和完
善。各民主党派与各镇、街道、社
区、开发区建立了结对共建工作机
制，为开展调研提供了平台。民主
党派依托基层一线开展课题调研
工作，知情明政，掌握第一手资料，
从基层单位的实践中找到建言切
入点。各党派还组建多个课题小
组，把有限的经费向课题小组倾
斜，分工合作，鼓励党派成员深入
基层摸清真实情况，不断提高调研
课题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为协商
会议意见集思广益。

截至目前，区委已召开 4 次调
研协商会议，各党派结合前期调研

成果提出若干真知灼见，受到区领
导的赞赏。如，民革区委通过走进
农村听取村委和村民意见建议的
方式深入调研，在“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调研协商会议上，提出科学
开展村庄规划建设、加大生活垃圾
污水处理力度、重视农村环境整治
等建议。

参政议政体现作为
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是各

民主党派履行参政党职能的重要
内容，是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一
大特色。

民主党派成员都有自己的本
职工作，可他们有情怀、讲奉献，挤
出休息时间走访调研，涌现出一批
参政议政骨干分子。区委统战部
组织民主党派中建言的骨干，适时
开展交流研讨活动，把学习与发现
问题结合起来，相互启发，相互促
进，共同提高建言水平，同时通过
分层举办各类培训班、每季度“同
心讲坛”等活动营造良好氛围。

各民主党派围绕中心、聚焦重
点，不断加强队伍建设，如民建区
委将社情民意专委会更名为参政
议政专委会，配足配强专委会班子
队伍，组织发动会员关注热点，针
对热点问题及时开展调研、撰写稿
件，今年7月份“长生疫苗事件”发
生后，组织会员针对疫苗监管问题
撰写 3 篇社情民意，全部被市委采
纳，并报送全国政协、民建中央。

截至上半年的数据显示，各民
主党派撰写调研课题24个，提交社
情民意299篇。其中，被党派市委、

市政协、市委统战部录用81篇，有4
篇获市领导批示，1 篇被中央统战
部刊物《零讯》录用。

民主监督服务大局
水环境治理专项监督工作是

区委委托各民主党派开展的民主
监督项目。各民主党派区委高度
重视，成立工作小组、制定方案、动
员部署，通过到点位实地考察，开
展走访座谈，落实长效联系监督工
作机制，将调研与检查相结合，推
动水环境治理工作取得更大成效。

今年 8 月，区委统战部在区水
务局的配合下，组织各党派民主监
督工作负责人、与党派结对共建的
各街镇、社区、开发区有关人员赴
宁波市治水办、污水零直排点位、
河长制点位考察调研，建立起日常
联络、考察调研、监督意见反馈等
对口监督工作机制，专项监督工作
进一步深化。通过搭建工作交流
平台，加强学习考察，提升监督水
平。民盟区委定期组织工作组成
员考察调研、交流座谈等形式，提
高了盟员民主监督工作的积极性，
先后赴奉浦街道、奉城镇、区水闸
管理所、滴水湖、仙居市等地考察
调研，提出加强顶层设计，及时查
漏补缺；扩大开通活水面；增加保
障经费；确保长效机制，预防反潮
苗头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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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调研进行时大调研进行时

本报讯（通讯员 金建新） 日
前，奉城镇发挥“乡间小舞台”作用，
专门编排一台“扫黄打非”相关内容
的文艺节目到基层巡回演出。9 月
26日，首场演出在头桥社区文化活
动中心举行。

在表演现场，原创“扫黄打非”
题材的音乐快板《扫黄打非进社区》
等节目，把宣传内容融入到群众性
文化活动之中，寓教于乐，便于群众
了解和支持“扫黄打非”工作。

近年来，奉城镇通过搭平台、建
机制、创特色，确保全镇意识形态安
全和文化安全。目前，奉城镇扫黄打
非工作站全面覆盖，在全镇各社区
设置工作点位。在学校、村居以及双
管单位、大型企业、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都设置宣传点，放置“扫黄打非”
宣传小册子，成为奉城镇“扫黄打
非”宣传阵地，同时开展形式多样的
文艺巡回演出，进一步提高广大基
层群众对“扫黄打非”工作的认识。

本报讯（记者 蔡倩雯）日前，
“和美金秋 贤韵奉浦”——奉浦街
道“美育工程”文化宣传活动，在欢
快的鼓乐中正式拉开帷幕。

广场舞、越剧、抖空竹……精彩
纷呈的节目在宝龙广场轮番上演。
虽然首演当天下着小雨，但观众们
的热情不减，纷纷撑伞驻足观赏。

“节目很精彩，真是看不够啊。”现场
观众说。

今年，奉浦街道主动跨前一步，
创作本土文化作品，吸引了不少机
关、事业单位的年轻文艺爱好者参
与。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将更好
地开展宣传文化活动，营造良好舆
论氛围。

奉浦街道：“美育工程”文化宣传

奉城：“扫黄打非”进基层

本报讯 （记者 吴口天） 9 月
26日，奉贤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
皮肤病义诊活动在区中心医院开
展，让奉贤老百姓享受到了家门口
的福利。

活动当天，共有十多位国内知
名皮肤科专家坐诊，为区域内大量
患有慢性顽固性、疑难少见皮肤病
患者提供了合理的诊断、治疗方
案。义诊从2点持续到4点半，活
动还未开始，中心医院门诊大厅
的义诊区域已排起了长队。市民

管阿姨告诉记者，她早在 11 点半
就已经过来排队，这个皮肤病已
有 8 年之久，“去过好几家医院，
就是看不好。”前几日，管先生留
意到了这个大型皮肤病义诊活动，
叮嘱母亲前去。

“听说这次义诊有好多市里的
大专家，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大
的规模，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真的
是家门口的福利。”市民王先生希
望今后还能有更多类似的大型义
诊活动。

日前，由奉贤区总工会，奉贤区餐饮行业工会联合会主办的2018年度，
奉贤、金山、闵行、松江“四区”餐饮服务行业厨艺技能邀请赛在奉贤举行，来
自4个区的12支代表队参加了比赛。 （记者 蔡倩雯/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邵毓琪） 网络
关键词因为是稀缺资源，所以就有
谣言说网络关键词可以升值，能带
来高收益。于是，一些不法分子打
着转让网络关键词获得高收益的
旗号，蛊惑他人制作网络关键词
APP，骗取 APP 制作开发费用。近
日，区检察院依法对犯罪嫌疑人徐
某批准逮捕。

报案人丁先生说，2003 年，他
因为自己公司业务需要，注册了

“中国酒水在线”的网络关键词。
2017年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自
称姓徐，是上海某网络公司的业务
员，打电话给丁先生的目的是其公
司老板准备以560万元的价格收购
丁先生手中的“中国酒水在线”网
络关键词。

丁先生来到位于上海宝山的
某商务大厦，与徐某面谈。徐某告

诉丁先生，收购网络关键词，需要
先做一个APP认证，费用是一年两
万元。

付出两万元便可得到560万的
收益，丁先生不疑有他，立即和徐
某签订服务合同。合同签订后，丁
先生分两次将两万元转到了徐某
提供的账户，过了几天，当丁先生
打电话给徐某询问转让事宜时，徐
某告知丁先生称其公司老板因为
酒驾被抓，无法继续收购。丁先生
见出了意外，只好自认倒霉。

白花了两万元的丁先生原以
为这个事就算黄了，谁知过了十几
天，一个自称北京某公司的人打来
电话，说愿意以 900 万元的价格收
购丁先生手中的关键词，但前提至
少要做七年 APP 认证。丁先生只
好再次找到徐某，以12万元的价格
让徐某帮忙做了所谓七年的认

证。可是，当他联系北京买家时，
却发现无法联系到对方。

前后白花了 14 万元的丁先生
无奈之下只好作罢。直到公安机
关找到丁先生了解徐某诈骗相关
事宜时，丁先生这才发现自己上了
当，懊悔万分。

办理此案的检察官提醒市民，
网络关键词不同于商标或域名有
注册系统，不具有法定的垄断权，
即使在某个搜索引擎注册了优先
关键词，也并不代表你有全部的优
先权。所以在碰到网络关键词收
购转让的交易时，大家还是需要睁
大眼睛，防止自己落入诈骗陷阱。

民主党派扎实开展“大调研”

履职尽责再结硕果

四区厨艺技能邀请赛在奉举行四区厨艺技能邀请赛在奉举行

大型皮肤病义诊在奉开展

诈骗新套路 市民须留心

注册网络关键词可赚千万回报？
1、项目名称：赢创特种化学（上

海）有限公司羟基酯产线设施设备
改造及扩产能项目

2、工程概况：赢创位于上海化
工区联合路68号，企业内建设有一
条羟基酯产线，批复产量 10000 t/
a。现拟在不新增产线的情况下，通
过延长有效生产时间，提高批次产
品收率，使设计产量提升至 15,000
t/a。本项目新增建设投资约621万
元人民币，其中环保投资约460 万。
项目批复后即可投运。

3、环评初步结论：本项目的建
设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和环保政
策，与上海化学工业区区域的总体
规划和环保规划相容，其选址布局
合理；项目采取的环保措施切实可
行、有效；污染物能做到达标排放；
项目的建设不会降低区域的大气、
声环境及地下水环境现状等级；项
目在有效落实风险管理及事故防范
措施后，环境风险处于可以接受的
水平。在切实落实项目环评报告中

提出的环保措施和风险防控措施的
前提下，从环保角度分析，本项目可
行。

4、联系方式：赢创特种化学（上
海）有限公司翟女士021-61191000；
上海格林曼环境技术有限公司，张
女士 021-53210780。项目更多信
息 见 上 海 环 境 热 线 网 站（http://
www.envir.gov.cn/）

上海赛露达汽车隔音材料有限
公司位于奉贤区光泰路 1819 号 1
幢，拟建设橡胶 EVA 热塑性隔音垫
产品生产线，年产量约4735 t/a。项
目建设符合上海市规划要求，根据
现阶段环评文件，项目建设可行。

联系方式：建设单位：上海赛露
达汽车隔音材料有限公司，顾女士，
13636485055，光泰路1819号1幢；环
评单位：中圣环境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任工，021- 55512967，shanxzs@
163.com，普陀区古浪路415弄。

项目更多信息详见上海环境热
线 网 站 环 评 公 示 栏（http://www.
envir.gov.cn/docs/2018/
20180920614.htm）。

10 月 6 日，“海好有
你，守护蔚蓝”公益净滩
活动在海湾旅游区拉开
帷幕，来自社会各界的
200多名环境保护者们组
成净滩小组，在现场清理
垃 圾 ，为 碧 海 金 沙“ 洗
脸”。

活动当日，“红色海
岸线”——党员公益实践
基地也在碧海金沙揭牌，
营造出新时代人人关心
环保、人人参与环保的良
好氛围。 （王菊萍/摄

记者 张莉莉/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