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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头镇召开 2017年经济工作会议
! !# 月 ! 日下午，
航头镇召
开 !$%& 年经济工作会议。动员全镇上
下坚定发展信心，
抢抓发展机遇，
创新
求变，
主动担当、
真抓实干，
为实现航头
创新转型发展而努力奋斗。
镇党委书记严国华出席会议并
作重要讲话，对做好 !$%& 年经济工
作提出要求：
一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
总基调，积极面对前行中的问题，
化
压力为动力，
变不能为可能。加快大
麦湾园区的转型发展，协作配合，
分
析研究，在做好综合整治工作的同
时，进一步强化资源空间和税源管

! ! 月 !" 日
上午，
航头镇召开政法工
作条线第一次“双月”
工
作例会。镇党委副书记祝
海红主持会议并讲话。
祝海红对今年两个
月以来政法条线工作情
况予以了肯定，同时指
出，要通过搭建“五大平
台”，提升政法工作品质
来做好新一年的政法工
作。搭建综合治理平台，
提升全镇治安防控、矛
盾化解、社会治理、应急
处置工作能力水平；搭
建政法工作建议平台，
发挥上通下达、左右联
动的桥梁作用，提升各
单位各部门履职效能；
搭建维稳舆情专报平
台，提高社会问题的源
头防范、预警防控、应急
处置能力；搭建约谈预
警平台，督促工作开展，
切实规范行政行为，提
高依法行政效能；搭建
政法宣传工作平台，积极发挥
鼓舞干劲、凝心聚力、服务稳定
的作用。在工作中要继续探索
实践创新，激发政法工作活力。
要注重从网格管理、司法调解、
初信初访、群防群治等方面入
手，进一步优化组织架构，深挖
社会潜力，创新探索实践法治、
自治、共治“三治”联动。
祝海红还就近阶段全国
“两会”信访维稳、群体性矛盾
调处、治安专项工作、平安指数
考评建立、技防实施项目推进
等重点工作进行了部署。
稳定办、派出所、司法所、
网格中心条线负责人就前阶段
工作开展情况、存在问题和下
一步工作安排进行了交流发
言，并对政法条线的各项工作
建言献策。
据悉，建立政法条线“双月
例会”制度，目的是围绕社会治
安、社会管理、社会稳定等热点
问题、突出问题，强化政法条线
之间协调联动，形成保障全镇
发展的强大合力，促进全镇政
高志强
法工作提质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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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二要坚持加强税源培育，
加大招
商引税力度。着眼经济发展新常态，
实现有质量有效益有增长的要求，
在
结构调整、
项目建设、招商引资等方
面多动脑筋、
多下功夫；
三要坚持各
方协调，
做好服务，加大重大工程项
目建设的推进力度。加速推进镇北单
元开发建设和龙华医院迁址等项目。
四要提振信心，凝心聚力，
保持经济
可持续发展。航头作为浦东中部城镇
带发展的一个节点性重要区域，
不仅
需要搭建各种平台来全面推进转型
升级，也要利用商会、龙头企业等现

有资源来托起自主转型的阵地，
全力
打好转型升级系列组合拳。五要着力
营造发展环境。共同打造公平正义、
开放包容、
互利合作、
诚实守信、
亲商
安商的环境。
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郭嵘主持
会议并讲话。希望全镇上下认清形
势、
凝聚共识、
坚定信心、抢抓机遇、
砥砺前行，在经济发展新形态下，
把
握重点，
实现航头经济发展新跨越。
会上，镇党委副书记黄震宣读
《关于表彰 !$%' 年度航头镇经济发
展先进集体的决定》。镇党委委员、

副镇长周斌作《航头镇 !$%& 年经济
工作报告》。报告回顾总结了 !$%'
年经济工作，
并对 !$%& 年经济工作
进行了部署。
上海赵氏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东证投资有限公司、上海贝思特电
气有限公司等 (( 家企业受到表彰。
会议还邀请了临港管委会叶金
龙老师作转型升级的辅导。叶老师
分析了国家、
市区经济发展的趋势，
深入剖析了航头工业发展现状，并
对航头未来的发展转型提出了建
倪丹美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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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 日上午，党委书记严国华、镇长郭嵘等镇领导和相关部门负责人来到长达村、沈庄村、王楼村等实
地了解环境综合整治推进情况。现场，严国华与相关部门负责人探讨了工作中存在的难点问题。他指出，
要加强
王惠英
与施工单位的沟通，
保证施工质量，
全力以赴做好下阶段工作，
进一步提高群众的满意度。

航头镇总工会召开网格组片段工作座谈会
! 近日，航头镇总工会组
织召开网格组片段工作座谈会，各
基层工会主席齐聚一堂，围绕工会
应怎样更好发挥自身职能服务基
层、服务职工群众；工会应怎样更生
动活泼开展宣教文体、技能比武活
动等议题畅所欲言，积极交流各自
的经验和想法。目的是把“组织起
来、切实维权”
的工作方针真正落到
实处，进一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
好职工群众的切身利益。
镇党委副书记、总工会主席黄

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
网格的
概念就是联合的概念，
实行工会工作
网格化管理可以加强网格间的交流
联系、
起到取长补短的作用。工会网
格化管理的目的是能实现区域化的
共同建设、
联动，
资源的共享，
更好地
推动各单位的工会工作，
将不同行业
联动到一起。黄震要求工会工作要做
到四个立足：一是立足党建引领，
正
确处理好党建和工建的关系，
始终坚
持
“党建带动工建、
工建服务党建”
的
工作原则；二是立足权益的维护，
始

终坚持维护职工群众的合法权益；
三
是立足工会作用的发挥，
加强工会工
作的宣传，
始终发挥好工会的桥梁纽
带作用；
四是立足形象的塑造，始终
把握好工会工作的特点，
注重展示特
色、
推广亮点。
据悉，
航头镇总工会将坚持以网
格为骨架、
服务为宗旨、
和谐为目标
的工会工作思路，
为实现工会工作的
全覆盖，
继续注重研究新问题、探索
新机制、
总结新经验，
在推进工会
“网
黄丹
格化”
建设中走得更远。

( 月 %$ 日，
航头镇召开环境综合整治
（水环境治理）第六次推进
会。会议动员全镇上下加
大综合整治力度，补齐发
展短板，全力推进新一轮
工作。
镇党委书记严国华传
达了新区会议精神，
要求举
全镇之力，抓牢五违整治、
清盘工作、中央环境督查、
中小河道整治、稳定工作、
网格化管理、
舆情管理和基
础管理等八项重点工作。
严国华就如何推进
新一轮环境综合整治工
作，提出三方面要求：一
要统一思想，整合资源，
全面推进，各工作小组要
以身作则，深入基层，围
绕中心，协同作战；按照
指定目标，形成齐抓共治
的良好工作氛围。二要打
好工作基础，处理好五大
关系。要制定好目标任
务、落实好时间节点、分
解好工作责任，处理好大
局和小局的关系、大家和
小家的关系、速度和质量
的关系、帮助和指导的关
系、完成和稳定的关系。
三要强化工作责任，提升
配合度。各部门要协调联
动，努力形成推进工作的
强大合力。同时，要发挥
好考核导向作用、督查促
进作用、传媒鼓劲作用、
舆情平台作用、组织监督
评价作用。要发挥好“两
项活动”
：
即
“四好三满意”活动和
重大工程立功竞赛活动。
副镇长陶玉鸣指出了中小
河道整治推进过程中存在的问
题，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
副镇长范叶青主持会议并
通报现阶段全镇面上环境综合
整治的推进情况。
镇班子成员及非班子成员
处级干部全体、各村及航头商城
工作站党政负责人、环境综合整
治办、大麦湾园区推进组、中小
河道整治办全体成员等参加会
唐琰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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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她”
力量 共建美丽航头
( 月 % 日下午，航头
分肯定了镇妇联在过去一年来所
取得的成绩，
鼓励全镇广大妇女同
镇妇女工作会议暨迎“三八”表彰
座谈会在鹤沙航城社区中心举行。 胞充分发挥好
“半边天”
作用，
争做
镇党委副书记黄震、
鹤沙航城社区 “智慧妇女、能干妇女、
守法妇女”
。
党委书记张鸿，妇联执委、村居妇
他希望广大妇女同胞在航头镇的
环境综合整治及各项重点工作中
联主席、工作站妇女干部等 )$ 余
人参加会议。
敢于作为、有所作为，为推动航头
黄震代表镇党委、政府向与会
镇经济社会发展再创造新业绩，为
的妇女同志致以节日的问候，
他充
建设和谐航头做出应有的贡献。

镇妇联主席程文越回顾总结
了 *$%' 年度镇妇联的工作，并部
署了 *$%& 年度的妇女儿童工作。
会议对 *$%)+!$%' 年度荣获
市、区、镇妇联各级荣誉的三八红
旗手（集体）、
“十大最美家庭”
“五
、
好文明家庭”、
“ 学习型家庭”、
“妇
女之家”示范点的代表进行了表
彰。

会后，进行了“党旗辉映巾帼
红”妇女教育培训——
—阳台绿植
（环保元素）活动。
据悉，
!$%& 年，航头妇联将开
展“家庭社工”项目，旨在为镇域内
的社区妇女、儿童及家庭提供各类
家庭综合服务、联动社区服务、增
能督导服务及特色品牌服务。
钱婷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