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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把握十九大的精神内涵
航头镇召开党政负责干部大会
本报 讯 )) 月 ( 日，航头镇召
开党政负责干部大会，传达党的十
九大精神，部署全镇学习宣传贯彻
会议精神的相关工作。
镇党委书记严国华主持会议，
并就推进全镇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提出要求。
一是深刻领会，
提高认识，
准确
把握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内涵。
各级党
组织要按照中央和市委的要求，
把学
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作为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工作的首要任务，
切实
抓紧抓好学习，确保宣传贯彻到位，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十九大精神上

来。按照区委部署，
统一思想，
提高认
识，
全面把握十九大的深刻内涵。
二是抓好贯彻学习，把握好十
九大精神就是原原本本、原汁原味
的学。要学习十九大报告的主要内
容，
在“四个深刻领会”
“五个聚焦”
、
上统一思想，
准确把握思想精髓、核
心要义，
切实学懂、
弄通、
做实。
三是精心组织、周密部署，迅
速掀起全镇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
精神的热潮。学习十九大精神，要
系统深入地开展学习宣传讨论，要
大范围、深层次开展讨论。要精心
组织宣传解读，利用微信公众号、

报纸开辟专栏，组织深入的宣传报
道，同时，也要充分发挥基层村居
各类学习、会议以及宣传平台的作
用，真正把十九大精神推向基层、
企业、
校园、群众。
四是以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为动力，切实抓好当前各项重点
工作的推进。各部门、
单位要按照年
初党委、政府确定的目标，继续抓好
冲刺阶段的工作，把干事劲头提上
来，
争取各项工作取得好的成绩，为
明年和今后发展打好基础。
严国华强调，明年是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关键之年，各职

能部门要在推进经济发展、社会治
理、城镇建设、环境整治、改善民生
等方面工作上做到早谋划、早部署、
早安排，
要结合全镇实际谋亮点、
谋
实事、谋大事，采取“请进来、走出
去”的方法，提升工作能效。全镇党
员干部要进一步转变作风，把航头
的发展融入浦东的二次创业，实现
新目标，
开创新局面。
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郭嵘传达
党的十九大精神，并解读十九大报
告的主要内容。
镇党委副书记黄震解读党章修
倪丹美
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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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人大代表视察
航头商城环境
综合整治工作
本 报 讯 近日& 航头镇人大组
织人大代表对航头商城环境综合
整治工作开展视察评议。代表们实
地察看了“!!·'(”火灾事故现场等
商城重点区域环境综合整治情况，
听取了政府职能部门专题汇报并
进行评议。镇人大主席乔俊，人大
副主席张银龙，副调研员于景斌，
部分镇人大代表及职能部门负责
人等参加了视察评议。
乔俊充分肯定了航头商城环
境综合整治工作，就下一步的工
作，乔俊提出了“拆建并举、管治同
行”的建议。第一，咬定青山不放
松，要进一步推进“拆”的工作。要
秉承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坚持
一以贯之的政策操作口径，做到
“四个一致”，力争年内完成拆违工
作；第二，要实时 总 结 ，尽 快 完 善
“建”的工作方案。职能部门要结合
现状，在公建配套建设上，制定出
更加符合实际、科学合理的建设方
案；第三，要以问题为导向，先易后
难，由表及里，尽早落地“管”的措
施。对乱停车、乱设摊、小型娱乐服
务场所、市容环境卫生、店照店牌
等开展综合整治和管理；第四，要
聚焦工作目标，思考“治”的工作构
架和机制。在形成工作站牵头，职
能部门支撑，经营户、业主参与治
理的工作格局和机制上做一些前
瞻性的思考。
于景斌作了专题汇报。深刻
吸 取 航 头 商 城“)!·'(”火 灾 事 故
教训，彻底消除商城区域内安全
隐患，规范商城秩序，'$!* 年 )'
月初，镇党委政府研究决定成立
航头商城区域综合整治领导小组
并下设综合整治办公室，牵头组
织实施与协调航头商城区域综合
整治工作。
评议中，代表们充分肯定了政
府职能部门、航头商城整治办和航
头商城工作站的工作，认为政府职
能部门、航头商城整治办和航头商
城工作站在整治工作推进中做到
了计划周全，方法得当，措施有力，
吴燕妹
成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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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 日上午，
浦东新区副区长诸迪一行到航头镇调研文化工作。浦东新区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文广局
局长黄玮，航头镇党委书记严国华，
镇长郭嵘，镇人大主席乔俊等陪同。
诸迪一行来到傅雷故居，听取了傅雷故居修缮建设工作设想，要求航头镇加快傅雷故居修缮保护、开发
周苏平 ! 文 陈悦 ! 摄
利用工作，
加强文化传承，做好城乡一体化下的文化工作。

本 报 讯 为进一步学
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深
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常态化制度化，
全面提升
党代表的履职能力，
!! 月
!" 日，航头镇举办了
“第十
四届党代表 #$!% 年提升履
职能力培训班”
。
结合航头基层党建工
作的发展实际，严国华指
出：深化党建引领，持续推
进区域化党建工作，全面
提升经济社会发展、城市
运行联动、
“家门口”服务、
美丽乡村建设、
精神文明建
设等工作。将党建引领贯穿
于社会治理的全过程和各
方面，
以自治共治为基本载
体，以德治法治为保障支
撑，
以
“体系、
功能、
机制、
载
体、
队伍”
五大要素为抓手，
积极构建城市基层党建新
格局。坚持拒腐防变，
加强
党风廉政建设。围绕学习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推
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
态化制度化，通过廉洁培
养、警示教育等途径，切实
加强对党员干部思想、
作风
方面的教育。
培训从书记上党课、
党
章解读、
党建引领下的社会
治理、
分组讨论学习培训内
容进行，
旨在切实提升党代
表履职的责任感、
使命感。
原原本本、
原汁原味学文件，准
确把握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思想精
髓、
核心要义，
用党的最新理论武装
头脑。从理念上创新，围绕“构建城
市基层党建格局”开展现场教学，参
观基层党建服务点和
“家门口”
楼道
服务，
提升党建引领下的社会治理工
作理念。从行动上靠齐，
组织开展党
代表团组活动，督促党代表围绕党
委、
政府中心工作认真履职，
切实发
挥党代表作用，助力环境综合整治、
中小河道整治等重点工作。 周梦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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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居民的期盼为中心
——
—镇领导调研鹤沙航城社区公建配套建设推进情况
本报讯 )) 月 ' 日，
航头镇党委
敬老院，听取运行情况汇报。在社区
书记严国华在鹤沙航城调研时指出， 行政中心施工现场，镇领导要求加
鹤沙航城社区是市属保障房建设基
强施工期间的跟踪协调。社区行政
地，
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几年来，
鹤
中心建成后将采用行政综合体管理
沙航城社区在社会创新治理方面取
模式，城管、派出所等合署办公，使
得了良好的效果，
随着住宅建设的基
联勤联动工作机制更加顺畅。
本结束，社区行政中心、
文化活动中
在随后的座谈会上，严国华针
心、
体育中心、敬老院等公建配套设
对鹤沙航城公建配套建设提出要
施相继建成，
要以居民的期盼为加快
求：一要全面纳入管理视野，主动
推进配套建设的动力，坚持需求导
做好对接。公建配套建设和管理要
向、项目导向、问题导向，坚持“快、 纳入区域化大党建范围，职能部门
好、
省”
原则，
做到项目推进中关注重
要强化职能延伸，资源衔接，从细
视、
主动学习、
统筹协调。
微处着 手 ，平 衡 好 ，指 导 好 ，互 动
镇领导一行先后来到体育中
好；二要认真听取群众意见，提供
心、鹤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 “共享、便捷、实用”的服务。不仅要

走出去学习兄弟街镇的管理运作
模式，更要加强调查研究，听取居
民需求，完善活动场所的功能设
置。三要加快对接启用，实现管理
有序。公建配套已经从建设阶段转
向了管理和服务阶段，要按照职能
分工，注重与上级建设管理单位的
无缝对接，强化属地化管理的意
识，促进配套尽快落地，不断满足
居民需求。
郭嵘提出，大居建设已经从住
宅建设转入公建配套集中落地阶段，
职能部门要全面梳理配套建设进度
时间表，
做到心中有账。主动跨前一
步，
提前介入，加强对配套设施项目

方的支持和配合，
形成良性互动。要
成立专项组加强日常管理，
对于现场
察看时，
项目方提出的问题，
要一一
落地，
尽力解决。
镇人大主席乔俊提出，大居公
建配套将在近两年建设启用，文化
中心、养老院等要提前研究管理运
行模式，功能设置要在听取群众意
见和适当引导方面相结合，要加强
管理服务队伍的储备和培训，研究
相对固定的组织框架。
镇党委副书记祝海红、镇党委
委员张斌分别作工作指导。
规建办、
社建办、文化中心等参加调研的职
王耀芬
能部门作交流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