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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上半年
本报讯（记者 张莉莉 见习记

者 陆婷婷）进一扇窗，就能完成N
项审批；手指点一点，就能拿到所有
审核材料……这些便民体验，每一
天都在刷新。区行政服务中心“一

网通办”在改革创新中不断深化拓
展，市民从“多头跑”到“进一门”，从

“线下跑”到“线上办”，真正做到了
线上体现效率，线下展示温度。

最近，前来办理社保积分的张

小姐感到，区行政服务中心越来越
有效率和便捷了。“以前我要转好几
个部门，一个窗口一个窗口取号排
队，有时需要一两天，今天在一个窗
口30分钟就办完了。”

（下转3版）

本报讯 7 月 28 日，中央农
办、农业农村部在京召开全国乡
村治理中推广运用积分制视频
会议，推广乡村治理创新性经
验，大力选树乡村治理各类先进
典型，总结交流各地运用积分制
经验做法，部署全国推广运用积
分制工作。

会上，区委书记庄木弟作为
全国六个代表之一进行交流发
言。近年来，奉贤区认真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要创新乡村治
理体系，走乡村善治之路”指示
精神，以“生态村组·和美宅基”
积分制为抓手，探索一条国际化
大都市背景下的乡村振兴新路，
至 2019 年底，100%村组创建成
为“生态村组·和美宅基”。

2017年起，奉贤区启动实施
“生态村组·和美宅基”积分制，
开展“三清三美”创建，即清五
违、清群租、清垃圾，（下转2版）

本报讯（记者 孙 燕） 7月29
日上午，区委常委会举行（扩大）会
议暨奉贤区高质量高标准推进奉贤
新城建设大会，准确把握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
市为人民”重要理念，深入贯彻落实
市委十一届九次全会精神，并以交
流发言的形式，全力落实李强书记

“创造条件，把奉贤新城建得更好”
的要求。区委书记庄木弟，区委副
书记、区长郭芳，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袁晓林参加。 （下转2版）

本报讯 （本报记者）“八一”
建军节前夕，区委书记庄木弟，区
委副书记、区长郭芳，区人大常委
会主任袁晓林，区政协主席陈勇
章，区委副书记骆大进等区四套班

子领导分组走访慰问驻沪部队机
关和驻奉部队，向广大官兵送去节
日祝福，共谋军民融合、共话奉贤
发展。

（下转2版）

本报讯 （记者 廖添凤）7 月
29日上午，奉贤区人民政府与上海
化学工业区管委会签订联动发展合
作协议，双方将以此为起点，共同推

动奉贤与上海化工区一体化产城融
合发展合作模式，开启“区区合作”
新篇章。区委书记庄木弟，区委副
书记、区长郭芳，上海化学工业区管

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马静等出席。
庄木弟表示，上海化工区近年

来在全市经济发展板块中取得了令
人瞩目的成绩， （下转2版）

本报讯（记者 孙 燕） 7月28
日下午，奉贤区举行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试点建设工作推进会，区委
书记庄木弟强调，让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成为城市的一道风景，文明

的一座丰碑。区委副书记、区长郭
芳主持，区委副书记骆大进出席。

庄木弟指出，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从战略、 （下转3版）

本报讯 （记者 孙 燕 廖添
凤） 7月29日下午，区委书记庄木
弟率队走访上海建工集团，7 月 30
日下午，区委书记庄木弟，区委副书
记、区长郭芳走访国家电网上海市
电力公司。

7 月 29 日，庄木弟与上海建工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
长徐征，监事会主席周平，总裁卞家
骏进行座谈。座谈会上，庄木弟对上
海建工集团多年支持奉贤发展表示

感谢，他指出，当前奉贤积极贯彻落
实市委十一届九次全会精神，对标

“新片区西部门户、南上海城市中
心、长三角活力新城”三大全新定
位，积极创造条件，把新城建设得
更好。奉贤希望上海建工集团能够
积极参与奉贤新城建设，共享资
源、人才、管理、技术，打造浦江第
一湾，推动乡村振兴落地，改善生态
环境，实现共同发展。

徐征表示， （下转3版）

探索国际化大都市乡村振兴新样式
庄木弟代表奉贤区在全国乡村治理视频会议上作交流发言

郭芳参加奉城镇“双联双进”联系结对会
舟山市人大来奉贤交流考察，袁晓林陪同

区委常委会举行（扩大）会议，要求高质量高标准推进奉贤新城建设

建未来之城 实现换道超越
共谋军民融合 共话奉贤发展
庄木弟、郭芳等区领导走访慰问部队

庄木弟出席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建设工作推进会时强调

让中心成为城市风景文明丰碑

“一网通办”一网深情
奉贤404项行政审批事项实现在线办理

区领导走访国网上海电力、上海建工集团

共同携手建设未来之城

深化区区合作 实现共享共赢
奉贤区与市化工区签订联动发展合作协议，庄木弟、郭芳、马静出席

本报讯（记者 孙 燕） 7 月
30 日，区委常委会举行会议，传
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21日
企业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区委书记庄木弟主持并讲
话，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袁晓林，区
委副书记骆大进参加。

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
的讲话精神，深刻认识“市场主体
是经济的力量载体，保市场主体
就是保社会生产力”，尊重企业家
创造精神，弘扬企业家敢于创新、
敢于突破、勇于奉献精神，发挥企
业家作用，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全面做好“六稳”

“六保”工作，努力把疫情造成的
损失补回来。

会议强调，要持续优化营商
环境，用好“驻企‘店小二’、创造

‘梦之队’”服务机制，引导企业做
创新发展的探索者、组织者、引领
者；着力在城市功能建设，打造产
业链，提升法治化、便利性等方面
取得关键性突破，切实解决企业
办事难问题；坚持需求导向，创造

“X+1”“X-1”便利条件，做到优
惠政策领先一步，困难障碍减少
一分；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光明磊
落同企业交往， （下转2版）

今天上午 10:00-11:30，区委
副书记、区长郭芳将做客上海人
民广播电台“人民城市人民建 人
民城市为民”2020 夏令热线奉贤

专场节目，倾听百姓呼声，解决民
生难题，畅谈民生工作思路，展望
区域发展前景。届时，市民会提
出哪些问题？郭芳又将如何解

答？让我们一起在直播节目中找
寻答案！节目播出时间7月31日
（周五）上午 10:00-11:30，市民可
通 过 上 海 新 闻 广 播 AM990、
FM93.4、奉 贤 人 民 广 播 电 台
FM95.9“阳光 959”“上海奉贤”官
方微信公众号、“美谷奉贤”APP
等平台收听、收看节目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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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长今天将做客上广电台夏令热线奉贤专场节目

倾听百姓呼声 回答市民提问

庄行镇张塘村庄行镇张塘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