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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引领 建设“幸福航头”
航头镇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 周年专题党课
本报讯 ! 月 "# 日，
航头镇举行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 周年专题党
课。镇党委书记严国华以
“党建引领，
建设
‘幸福航头’
”为主题，为参会人
员上了一堂生动的专题党课。
专题党
课由镇党委副书记、
镇长郭嵘主持。
严国华向全镇 %&&& 余名党员
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并
号召全镇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
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市、区重要决策
部署，以党建为引领，积极创先争
优，更好地把 "& 万党员群众的智慧
和力量凝聚到“开放、创新、高品质”

浦东建设中，为加快推进“幸福航
头”建设而努力奋斗！
严国华指出，伴随着我们党 #$
年的脚步，航头也走过了一条不平
凡的道路。全镇各级党组织和广大
党员，充分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
范作用，
扎实推进创新转型发展，取
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他向与会的
同志们通报了近年来航头在经济社
会事业和基层党建方面取得的成
效，对中央环保督察、美丽乡村建
设、美丽庭院建设、盐铁塘拆违攻
坚、农民建房、垃圾处置、生产安全、
文明创建、网格化管理等多项工作
予以了充分肯定。

严国华强调，党的十九大报告
指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
是领导一切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明确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
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对于我们
来说，
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就
是要将党的领导贯穿到全镇各项事
业发展的全过程。
严国华指出，社会发展到今天，
工作要求、工作任务、
工作方法都在
发生根本性变化，要按照大局要求，
扎扎实实做好各项工作，
让全镇百姓

切实感觉到幸福感、
安全感、
获得感。
当前，
航头应该在以下五个
“一点”
上
做一翻艰苦的努力。
让航头再美丽一点。强化市容
管理，加强美丽庭院建设、
土地管理
等工作。
让航头再安全一点。建设安全
制高点，
做好亮灯、
芯片、探头、安保
四项工程，抓好食品、生产、交通安
全工作。
让航头再干净一点。
职能部门要
主动看到问题，
及时予以解决，给群
众一个整洁、
干净的环境。
让航头再舒服一点。将
“家门口”
服务做深、做实、
做优、
做活，实现美

航头镇召开 2018年村居委会
换届选举动员大会暨业务培训会
! 月 '# 日，航头镇召开 "&()
年村居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动
员暨业务培训会。镇党委书记严国
华，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郭嵘出席
会议。浦东新区换届选举工作指导
二组参加会议。
严国华指出，本次村居委会换
届选举是航头镇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的一件大事，是事关改革、
发展、
稳
定大局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他强
调：
一要提高政治站位，
深刻把握村
居委会换届选举工作的重大意义。

! 月 "$ 日，浦东新区环
境监察支队总支部委员会与
航头大麦湾工业园区支部委
员会开展党建结对签约活
动。据悉，
航头镇以党建结对
为桥梁，
引进“好人家”
，甘作
方便企业的“服务员”
，做好
政企连心的“联络员”
，不断
优化园区营商环境。
在结对仪式上，浦东新
区城管执法局副局长尚怿指
出，
要通过结对活动形式，为
园区企业做好环境监察工
作，
促进企业提升竞争力。
航头镇党委副书记、镇
长郭嵘表示，希望通过党建
共建这个载体和平台，进一
步的紧密互动联动，整合资
源，进一步推动中央环保督
察整改工作，指导帮助企业
把环保工作做好做实做深，
推动园区企业以崭新的姿
态高质量稳步发展。
党建结对仪式结束后，
新区监察支队相关人士为
园区内企业环保干部做了
一次系统全面的环保培训
专题讲座。
据了解，航头镇以“大调研”为
助力，
加速推进营商环境优化。"( 个
调研组分别走进企业
“问需问计”
，
了
解企业真正所思所需所求，
实实在在
高志强
为企业解忧解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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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要明确工作要求，保证村居委会
换届选举工作的正确方向。三要加
强组织领导、
落实责任，
确保村居委
会换届选举工作风清气正、圆满成
功。严格落实责任。要实行责任到
人、
层层把关，
共同推进村居委会换
届工作。
严格分类指导。
要做到应对
措施到位、
解答问题准确、
信息反馈
及时、运转高效有序。严肃换届纪
律。全面排查选情，
形成联动执法执
纪的有效机制。
郭嵘主持会议并强调：落实工

作责任。各村居要成立工作小组，
注
重发挥村居民组长、村居民代表和
志愿者的积极作用。
把握关键环节。
要提高群众的知晓率和参选率。要
抓好业务培训，确保选举工作人员
正确理解法律、
法规和政策。加强指
导督查。镇选举工作办公室要加强
对面上选举工作的指导和督查，
及
时化解出现的困难和矛盾。
镇党委副书记黄震宣读《关于
成立航头镇 "&() 年村民委员会和
居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指导小

组的通知》。镇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冯晓英宣读 《关于航头镇 "&() 年
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换届选
举工作的若干纪律规定》。
副镇长蔡美芸部署航头镇
"&() 年村居委会换届选举工作。
业务培训会上，
浦东新区社区
服务中心负责人李国华就换届选
举有关政策作专题培训。浦东新区
民政局基政科张卫作 《"&() 年浦
东新区居村委会换届选举信息系
徐洁
统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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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委常委、
统战部部长金梅一行来航头镇调研
! 月 "$ 日，浦东新区区委
常委、统战部部长金梅一行来
到航头镇调研。镇党委书记严
国华，党委副书记、镇长郭嵘
等陪同。
金梅一行实地察 看 了 福
善村，听取村负责人在美丽庭
院建设过程中，发动村民自己
的事情“自己想、自己做、自己
管”的工作理念介绍。区领导
沿路参观了良元农业合作社、
“冠军之家”
、
“ 三小园”
、
“ 垃圾
分类”示范点、
“ 乡贤坊”
、
“鹤
邻家”等庭院景观，所到之处
与村民亲切交流。
王耀芬 ! 文 王洁 ! 图

丽庭院、缤纷社区长效管理，提升百
姓生活品质。
让航头再强大一点。
不断加强城
市吸引力、创造力、竞争力，体现“工
贸重镇”产业特点，打造符合航头实
际的、
具有可操作性的城市名片。
严国华强调，要坚持党建引领，
切实在八个方面体现出来：一是体
现在强化四个意识上；二是体现在
重点工作上；
三是体现在执行力、组
织力上；四是体现在党员的先锋模
范作用上；五是体现在勇于争先创
优上；六是体现在长效管理上；七是
体现在花小钱、办大事上；八是体现
周梦璐
在常态化从严治党上。
本 报 讯 ! 月 (% 日，航
头镇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
习市委常委、区委书记翁祖
亮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并对美丽庭院全覆盖进行动
员。镇党委书记严国华，
镇党
委副书记、镇长郭嵘等班子
领导参加会议。
严国华指出，航头镇美
丽庭院试点推进有力，群众
反响良好。此次召开专题会
议，既是贯彻落实新区推进
会精神，又是总结回顾我镇
美丽庭院建设试点情况，同
时，也标志着美丽庭院建设
工作的全面铺开。
就下阶段工作，他提出
要求：
思想认识做到
“四个统
一”
：统一到区委、区政府关
于美丽庭院建设工作部署上
来，统一到当年度的各项重
点工作任务上来，统一到美
丽庭院带动美丽乡村的要求
上来，
统一到争创一流、
勇当
标杆的目标上来。工作推进
做到
“三个要”
：
要有政治性。
要按照翁书记讲话精神，抓
落实，抓推进，抓实效，思想
上高度重视。要有必胜的信
念，明确目标，肯下苦功，措
施上精细快速。要有创造性。
发动群众“自己想、自己做、
自己管”
，
组织上引领带动。
郭嵘主持会议，
他表示：
一要明
确定位，
做到干净有序。二是形成样
本，
做好面上推广。三是条块结合，
做到美丽庭院和家门口服务、
“五违
四必”
、
河道整治等同步推进。
与会人员就更好地推进我镇美
丽庭院带动美丽乡村建设，改善群
众生活品质等开展了热烈地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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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耀芬

市十五届人大代表来航头镇开展联系社区活动
! 月 (% 日，市人大代表、东方
医院院长刘中民来到航头镇鹤沙
航城社区中心，开展联系社区活
动。镇人大副主席张银龙，部分区、
镇人大代表，部分村、居民代表参
加了座谈。

座谈会上，市人大代表就老百
姓关心的
“急、难、愁、盼”
民生问题，
生活垃圾管理立法问卷调研和宣
传，本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普遍
关注的重点问题等 * 个主题，广泛
听取了与会人士的意见和建议，并

进行了现场问卷调查。在谈到对生
活垃圾管理立法时，
大家认为，这是
涉及到千家万户的民生工程，要从
政府主导、制度建立、责任分工、人
性化操作、严明奖惩等方面做好生
活垃圾管理立法的顶层设计。市人

大代表刘中民认真回应了选民群众
关切的问题，他希望多听取大家的
意见，将认真梳理大家所提的各项
意见建议并积极反映大家的诉求。
今后将继续做好代表联系社区活
动，
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吴燕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