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泗泾镇社区党建服务中心举办2017 年度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

开班动员明方向。在开班仪式
上，镇党委委员董桂飞围绕为何培
训、培训内容以及培训意义三方面
做了动员讲话，并对学员们提出，
入党永远在路上，组织上入党是容
易的，关键是思想上入党永远在路
上。大家要以热爱党、关爱党、愿为
党作出贡献的标准时刻约束自己。
为使每位学员意识到培训的意义
所在和如何能早日加入中国共产
党指明方向。
专题授课提能力。本次培训特
别邀请区委党校副教授徐文震、李
鸿渊以及区委党校教研室教师裴
倩倩，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党的历史和发展和严格遵守党
章等几方面进行专题授课。从而使
学员们思想政治素质得到提升，更
让大家清楚知道作为一名入党积
极分子应自觉加强党性修养与党
性锻炼，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为切实保证泗泾镇发展党员工作的质量袁 严把党员入
口关袁根据叶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曳的相关要求袁镇
社区党建服务中心于 9 月 7 日至 8 日袁举办 2017 年度入党
积极分子培训班遥来自镇机关尧学校尧企业等 47 名入党积极
分子参加培训遥 在考虑到教育培训内容的针对性与有效性
的情况下袁镇社区党建服务中心按照野三步走冶渊即学尧行尧
思冤方式袁对入党积极分子进行全方位尧多角度的培训教育袁
让大家都能上好入党野第一课冶遥
值观，勤学修德明辨笃实，在自身
岗位上切实发挥好先锋模范作用。

第二步 行
实地参观强教育。为丰富实践
教学，培训班于 9 月 7 日前往方塔
公园参观廉政教育基地。尽管当日
细雨绵绵，但每位学员都认真对待
这一难得机会，看古往今来的廉政
人物、廉吏格言与廉政小故事，了
解古代清官廉吏的先进事迹和近

现代革命建设时期的英烈、贤达和
劳动模范的事迹，感受他们廉政勤
政、以廉养德的法治理念。从而促
使自身自觉构筑思想防线，进一步
坚定个人的理想信念。
书面测试验成效。在 9 月 8 日
下午，培训班全员进行书面测试。
其目的 在于检 验在 场学员 经过 2
天培训后的理论水平和政治素养。
每位学员对待这场“特殊的考试”
都很慎重，准备充分，认真作答，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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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倡导青年积极参
与社区公益服务，搭建社
区公益平台，助推“礼治
社区”建设，9 月 2 日上
午泗泾镇群体组织开展
“爱心周末”青年公益服
希望将自己的学习成效得以充分
务行动，
活动在润江小区
展现。
中心广场举行。
活动开始前，
20 余
第三步 思
名青年党员志愿者率先
培训总结立目标。在培训结业
进行清洁家园志愿服务，
仪式上，社区党建服务中心主任孙
他们分工合作，分组、分
永娟总结此次培训取得的成效，并
片地清理垃圾，有人沿着
告知学员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的结
有人深入绿地草丛
楼道，
束，是起点而不是终点，广大学员
中，
为建设优美的社区环
还要保持追求进步的初心，时刻以
境贡献青春力量。
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做规范言行
本次活动还推出一
的“表率者”，做为民服务的“带头
系列便民服务和宣传类
者”，
让先进成为一种习惯。
项目，包括眼镜维修、磨
持续 2 天的 培训使 参训 的入
刀、医疗服务、理发、修
党积极分子进一步了解了党的基
鞋、
手机贴膜、健康宣传、
本知识，端正了入党动机，进一步
金融知识宣传等，以惠及
明确了入党目的，进一步强化了入
社区居民。为进一步宣传和普
党积极分子队伍建设。下一步，镇
及垃圾分类和环保知识，现场
党建服务中心还将就培训课程继
还开设了知识问答小游戏和废
续加以完善，计划推出“掌上学
旧灯泡、电池、过期药品等物品
习”、精品课程、模块训练等充实培
的回收兑换活动，居民们兴致
训内容。
极高昂，纷纷踊跃参加，以换取
沈蕾
小盆栽装点绿色生活。
此次“爱心周末”青年公益
服务行动充分发挥群团组织联
来
动效应，凝聚服务发展力量，
自泗泾镇各群团组织、
区域共建
单位的青年志愿者们充分展示
强力推进，拟订好改革的实施方案、 了泗泾青年的风采，
大力弘扬了
任务清单、疑难问题、时间进度等， 志愿服务精神，
更激励着青年脚
在推进实施中进一步增强基层工会
踏实地、真心实意地服务群众、
活力，提升职工群众对改革工作、工
奉献社会。
通讯员 姚倩玥
会工作的满意度，让改革在基层企
业见到实效。
居民区动态
座谈会上镇总工会常务副主席
吴永明还通报总结了上半年度工作
新凯二村居民区院
进展情况，以及下半年度重点工作
野小葵花冶毕业啦
安排，并对近期开展的工作进行了
具体布置。
庞佳丽
8 月 29 日上午，新凯二村“小

“三步走”，上好入党“第一课”
第一步 学

古镇新闻

镇总工会召开非公企业工会改革工作座谈会
9 月 6 日，泗泾镇总工会主席 上海华电阀门集团有限公司、上海
佘山红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上海中
仇纪明、常务副主席吴永明等一行
在上海神超锯业制造有限公司会议 兴万里电动车有限公司、上海克拉
电子有限公司 10 家企业工会主席
室召开了《泗泾镇关于进一步搞活
非公有制企业工会改革的实施方案 参加了座谈讨论。
大家结合各自单位和工会工作
（试行）
》讨论座谈会，上海江河幕墙
系统工程有限公司、上海神超锯业 的实际情况，就如何贯彻落实好四
“一公里”
，真
制造有限公司、狮享家具（上海）有 项基本职责、打通最后
提升工会组
限公司、上海山科园林工具有限公 正“做实基层搞活基层”
司、佑能工具（上海）有限公司、上海 织知晓度、参与度、满意度，将基层
落小进行
绿亮泗泾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工会改革真正落实、落细、

短 讯

镇残联举行知识培训
“全国
为进一步广泛深入的开展
残疾预防日”宣传，
8 月 28 日上午，
泗泾镇残疾人联合会镇卫生服务中
心开展残疾预防知识培训。此次培训
着力于残疾预防核心知识，让大家
能够识别主要致残风险，了解预防
残疾的有效途径和方法，以增进全
社会对残疾预防意识。同时也让大
家了解出生缺陷防控、疾病防控、意
外伤害预防、工伤和职业病预防、残
疾康复，
以及致残对家庭、
社会带来
的负担等相关知识。
张洪伟

了热烈的讨论，并提出了不少合理
化建议。
仇纪明对大家的讨论建议，结
合基层工会改革实施意见提出了具
体的要求：
要坚持党的领导，顺应形
势发展；要“以上代下”
，层级管理，
结合工作实际、职工队伍实际，梳理
问题，
提出方案；
要探索工会工作的
方式方法，
把握好问题导向、目标导
特色突出、
向、
需求导向，重点突破、
实效明显地分类指导；
要全面启动、

葵花”
早教乐园第一批 16 位宝宝学
员参加了人生中第一个毕业典礼，
拿到了人生中第一张毕业证书。
当宝宝们领取人生旅途中第一
张证书时，家长们纷纷抢拍把这瞬
间定格成永恒，脸上都洋溢着幸福
的微笑。在毕业典礼上还邀请了学
员家长上台发言，讲一讲宝宝的变
化和进步；居委会工作人员也向一
直以来支持和鼓励小葵花的家长和
志愿者表示了感谢。通讯员 孙倩文

图 片 新 闻
8 月 29 日下午，镇社区服务中
心联合下塘社区、泗泾清洁所在泗
泾镇非遗传习基地马泗滨堂举行了
“礼治社区”亲子活动。
来自下塘社区的小朋友们学习
礼仪，
寓意尊师重教。学习
“拜孔子”
古代孝亲文化，践行孝道，为爸爸妈
妈和爷爷奶奶们敲背。小朋友们还
学唱《卖报歌》，并将报纸送给环卫
工人。活动中，
小朋友和家长一起感
受古风，同行文化，践行孝道，呈现
出一派融融乐乐的和气氛围。
通讯员 孙张燕

泗泾镇开展野礼治社区冶亲子活动

童行泗方 礼泾下塘

清洁所举办安全培训
8 月 25 日，泗泾镇清洁管理所
举办安全专题培训，
邀请了交警五中
队、
泗泾派出所等部门分别从交通安
操
全及社会治安两个方面对环卫工、
驾驶
作工、
驾驶员进行培训。培训中，
员们还就日常行车过程中所碰到的
安全问题与交警进行交流互动。泗泾
规
清洁所负责人并就遵守规章制度、
操作工提出了具
范作业等对驾驶员、
体要求。
通讯员 张文兵

绿茵场上的军民共建
8 月 26 日下午，在秋日的阳光
里随着裁判员的一声哨响，由泗泾
镇社事社区办与镇团委共同组织的
海军 91472 部队与泗泾超爸队的军
民足球赛，
在泗泾小学体育场举行。
场上球员们奋力夺分，每一个
精彩的射门或者绝妙的传球，都赢
得场外观众的赞美掌声和整齐有力
的呐喊助威，气氛十分热烈。在 90
分钟的激烈角逐中，军民赛在一起，
乐在一起，最终在“友谊第一，比赛
第二”的和谐氛围中结束了这场比
赛。
通讯员 彭素芬

泗泾医院与市第一人民医院签署合作协议

加强区域协作 共保百姓安康
近日，在区卫计委等上级单位 成立在我国犹如雨后春笋般迅速
的指导下，泗泾医院心血管内科与 发展，调查显示，成立胸痛中心后
市第一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签署 相关区域的急性心肌梗死抢救成
了区域胸痛中心合作协议，并就具
功率及心肌再灌注及时率均大大
体事宜达成共识。
提升，
患者预后也有明显改善。
心血管疾病发病率逐年上升，
参与市第一人民医院胸痛中
心血管急症发作时，尤其是急性心 心合作共建将大大提升泗泾医院
肌梗死发作时，
“时间就是生命、时
胸痛病人尤其是急性心肌梗死患
间就是心肌”
。近年来，胸痛中心的 者的抢救成功率，对于泗泾镇老百

姓来说，无疑更是健康生命的一大
保障。而同时也会提高泗泾医院对
胸痛等疾病的诊疗水平，从而真正
实现分级诊疗。一些急性心梗能在
时间窗内，积极心内介入治疗。而
一些需要药物治疗的心力衰竭、心
律失常等心内科患者可就近到泗
泾医院治疗。让泗泾老百姓能方便
就医，为健康保驾护航。 刘拴文

多渠道发现上报“僵尸车”整治成常态
泗泾镇网格中心近期联合多
部门，对通过网格微信群、城管通
平台以及城市 e 管家等上报的“僵
尸”车辆进行了集中整治。
9 月 4 日、5 日两天，由镇网格
中心牵头，交警、城管、市政、派出
所等部门配合，共出动 16 人次，牵
引车 2 辆，清除位于新家园路、泽

悦路、古楼公路、泗凤路、金港二期
五个地方的“僵尸车”，共计 17 辆。
由于此次整治前期准备充足，职能
部门与居委配合得当，顺利完成此
次“僵尸车”清除工作。
目前多途径的问题上报渠道，
使职能部门能更快更准地知悉各
类城市管理问题，并迅速作出反

应，
“僵尸车”整治将成为常态，相
关部门及各居委也将继续做好管
控力度，联勤联动，及时上报和处
置“僵尸车”问题，还路于市民。在
此也呼吁社会各界能自觉遵守车
辆使用规定及道路交通安全法规，
文明城市环境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维护。
通讯员 殷嘉妮

韵意五村居民区院
党员参观廉政教育基地

8 月 29 日，韵意五村居民区党
支部组织全体党员参观松江廉政警
示教育展览。一次深刻的教育、
一次
心灵的撞击。通过参观教育基地，新
老党员们决心以警示教育为新起
点，进一步牢记党的宗旨，
坚定理想
信念，
保持党的优良传统，弘扬新风
正气，朝着清正、清廉、清明的目标
不懈努力。
彭钰丽

丽水居民区院
野老伙伴冶结对帮老
丽水居委会的“老伙伴”自结对
帮老助老以来，小区退休老人翟慧
玲主动认领了该岗位一职，她与小
区五位老人结对，定期上门陪伴老
人扯家常，与他们聊天消除老人寂
寞，在生活上也义无反顾地帮助他
们。小区还有不少像翟阿姨这样的
热心志愿者，她们是我们团队中的
一员，
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建设
和谐社区热心服务。
宋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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