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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委常委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四团镇昔日“赤脚医生”
蝶化为
“智慧村医”

新时代展现奉贤发展新气象

http://www.fengxianbao.net

本报讯 （记者 孙 燕） 11
月 19 日上午，区委常委会举行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在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
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区委
书记庄木弟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深刻领会长江经济带发展
取得的阶段性成效，认真落实
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
总体要求，并将其作为奉贤当
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推动经济
社会发展各项事业的纲领性文
件，践行新发展理念、构建新
发展格局、推进高质量发展，
切实在新时代展现奉贤发展新
气象。
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把
握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的主要任务，胸怀“两个大局”，
坚持“四个放在”，结合奉贤实
际，做到顶层谋划设计“超前一
公里”、政策落实打通“最后一
公里”，对标对表抓好落实。各
地区、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
治站位，发扬勇于担当、敢为先
锋的精神，以编制“十四五”规
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为契
机，坚持以创新引领发展，聚焦
生态环境、古镇集成、文化保护
等工作，找到贯彻落实的突破
口，形成工作显示度，切实把
“绿水青山”生态优势转化为
“金山银山”的发展胜势，让人
民群众更有获得感，奋力创造
“新时代、新片区，奉贤美、奉贤
强”
新高峰、新奇迹。

农民看病 24 小时“不打烊”
□记者 孙 燕
65 岁的村民邬芳娟，最怕
看病。虽说去四团镇卫生服务
中心也不是很远，但还是遇到
两个难题：一来，出村的公交车

间隔在一小时左右；二来，她晕
车 。 常 常 看 一 次 病 ，遭 一 次
罪。可如今，她的这些烦恼烟
消云散。
“ 自从这个智慧村医在
吾伲这里上岗后，老百姓在家
门口就能和卫生服务中心的医

生面对面看病了，
很是方便。
”
其实，奉贤乡村基本配备
了村卫生室，都有一到两名乡
村医生坐镇。但对乡村医生来
说，往往一个人要管一大片，顾
了这头怠慢了那头；
（下转 2 版）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区委中心组举行学习（扩大）会议，赵启正作浦东开发开放辅导报告

时代选择了浦东 浦东续写着辉煌
本报讯 （记者 孙 燕） 11
月 17 日上午，区委中心组举行
学习（扩大）会议，围绕“四史”主
题教育，邀请原全国政协外事委

员会主任、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
启正为全区领导干部作《浦东开
发的思想历程及其软成果》的辅
导报告。

区委书记庄木弟主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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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勇章出席会议。

在辅导报告中，赵启正用诙
谐生动的语言全面回顾了浦东
开放开发三十年的发展史。其
中，
他提到，
（下转 2 版）

奉贤区召开人大工作会议，庄木弟、郭芳、袁晓林、陈勇章出席

构建奉贤人大工作新发展格局
本报讯 （记者 廖添凤） 11
月 18 日，奉贤召开人大工作会
议，区委书记庄木弟在会上强
调，
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重要思想，
站在新的大背
景、
大形势、
大格局下，从把握新
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

建新发展格局的实际出发，坚
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
法治国有机统一，切实履行宪
法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

区总工会举办脱贫攻坚报告会
本报讯 （记者 廖添凤） 11 月
17 日下午，奉贤区总工会举办“向
脱贫攻坚一线建设者致敬”报告会。
会前，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
总工会主席莫负春，区委书记庄木

弟等领导亲切接见了报告会代表团
一行，向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的建
设者们表达崇高的敬意。区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区总工会主席陆建国，
副区长吕将出席报告会。

遵义市党政代表团来奉贤考察
本报讯 （记者 俞 琳） 11 月 16
日，
遵义市委书记魏树旺，遵义市委
副书记、市长黄伟带领遵义市党政
代表团来奉考察，区委书记庄木弟，
区委副书记、
区长郭芳陪同考察。
遵义市党政代表团一行实地考
察了东方美谷展示厅、九棵树未来

艺术中心、奉贤区规划资源展示馆
和伽蓝集团。庄木弟向代表团介绍
了“东方美谷”美丽健康产业的发展
成果，奉贤新城日新月异的建设成
果。庄木弟说，通过连续多年的孵
化与培育，
“ 东方美谷”已经成为奉
贤全域的一大核心产业，
（下转3版）

区委副书记、区长郭芳主
持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袁
晓林、区政协主席陈勇章出席
会议。
（下转 2 版）

庄木弟调研西渡街道和综合交通发展
“十四五”
规划

让奉贤人民有更多获得感
本报讯 （记者 孙 燕） 11 月
17 日下午，区委书记庄木弟赴西渡
街道，围绕生态商务区建设这一主
题，实地查看望园路北延伸段现状
现 貌 ，听 取 西 渡 街 道 有 关 工 作 汇
报，为下一步发展指明方向。11 月
18 日上午，区委书记庄木弟主持召
开专题座谈会，调研奉贤区综合交
通发展“十四五”规划。

当天，庄木弟一行沿着望园路
一路向北，对沿线情况进行实地调
研；深入沿线金港村、益民村等地，
实地察看当地乡村振兴建设情况。
在实地调研中，庄木弟指出，西渡
街道是农艺公园的所在地，也是迎
接浦江南岸岸线开发的第一站，必
须抓住机遇，做好融合浦江大发展
和联通新城建设两篇大文章，腾出

建设用地，在有机更新、创新转型、
保护开发中走出新路，把“绿水青
山”生态优势转化为“金山银山”的
发展胜势。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庄木
弟表示，今年以来，西渡街道党政
班子成员主动作为，在党的建设、
“三园一总部”推进、
“青春里”
养老社
区建设等方面走在前列，（下转 3 版）

郭芳调研企业“四个一批”项目建设情况
本 报 讯 （记 者 俞 琳） 11 月
19 日下午，区委副书记、区长郭芳
赴市工业综合开发区，对企业“四个
一批”项目建设、运行情况进行实地
调研。
郭芳一行首先来到上海契斯特

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契斯特是一家
成立二十多年的国有企业，是上海
胸科医院的全资子公司，主要生产
植入性医疗器械和一次性无菌医疗
器械。公司的新建厂区将开展无菌
植入器械的研发生产，（下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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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0 日 阴到多云 12-16℃ 偏北风 4～5 级

即将竣工的东方美谷论坛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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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2 日 阴到多云有时有小雨 12-16℃ 西北风 4～5 级

11 月 23 日 阴到多云有时有小雨 10-15℃ 偏北风 4～5 级

（奉贤气象台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