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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家角镇举行镇机关民兵连成立大会

旅游专家
“把脉”
角里特色小镇建设

勇挑重担，
铸就利剑保一方

2月 27日下午，镇党委举办 2017年朱家角镇
党委中心组扩大学习暨市民大课堂首场报告。镇党
政班子、人大领导、调研员，机关各科室正、副主任，
各村、居两委班子成员，企事业负责人以及部分两
新企业代表等 200余人聆听了本次讲座。
镇党委副书记徐珏主持讲座并指出，朱家角镇
进入第一批中国特色小镇名单，对于朱家角来说既
是一份特殊的荣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建设
高质量的特色小镇，是今年镇党委、政府的一项重
点工作，朱家角镇特色小镇建设不仅与古镇独特的
文化脉络、历史传承、水乡特色息息相关，更关系到
创建 5A级景区这一重要目标的达成，特色小镇建
设要与 5A景区创建齐步并行、统筹规划、协同推
进。希望全镇党员干部会奋发有为，为朱家角特色
小镇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讲座邀请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专家、亚太旅游
协会中国专家委员会秘书长、中国国家旅游局改革
发展咨询委员会委员贾云峰，作了题为“创造朱家
角特色，打造朱家角特色小镇”
专题报告。贾云峰从
特色小镇的发展缘起、案例分析、标准解读、创建指
南、两大节点、特色产业，系统而详细地介绍了特色
小镇提出的背景、建设的要领、未来的远景，并且介
绍了朱家角创建特色小镇的思路和方法，提出打造
特色小镇的关键在于“骨架要小，颜值要高”，要以
“恢复传统，改革创新”
为指导。
据悉，2016年 10月，朱家角镇成功入选了国
家住房城乡建设部公布的第一批中国特色小镇名
单，也是上海市 3个入选小镇之一。不久前，朱家角
镇专门制定了《朱家角“文创 +基金”特色小镇建设
总体实施方案》，提出了建设生态宜居、活力宜业、
休闲宜游的“文创 +基金”
特色小镇的目标，今后重
点将要在加强规划引领，培育特色产业，提升功能
易师
品质，做好传承保护等方面寻求突破。

2月 17日，镇机关民兵连成立大会隆
重举行。
区武装部部长王维立到会祝贺，高度评
价了朱家角镇党管武装工作，
充分肯定了近
年来朱家角武装工作取得的成绩，并希望朱
家角镇把机关民兵连建设成为一支“召之能
来、来之能战、
战之能胜”
的民兵队伍。
大会在嘹亮的国歌声中开始，镇党委书
记、
民兵营教导员高健指出，
成立朱家角镇机
关民兵连是朱家角镇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
事，
也是全镇一项集体军事活动，
更是落实党
管武装工作的具体体现，必将推进国防动员
和后备力量建设、加强全镇民兵建设再上新
台阶，
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
为构建文
明古镇、和谐古镇、平安古镇注入了新的活
力。高健强调机关民兵连的建设要明确建设
目标，打造一流队伍；
要瞄准任务核心，练就
过硬本领；
要注重科学统筹，
强化后勤保障，
同心协力把这支群众武装力量打造成以应急
救援、社会维稳、平安志愿服务为主的生力
军，
努力在争创全国文明城区、创建 5A级景

最后，大会在雄壮的《中国民兵之歌》歌

一步机关民兵连建设和重点工作提出了具
体意见。

声中结束。出席大会的领导还有区武装部党
委委员、政工科长裴昌彬，
镇纪委书记杨钦，

会上还宣读了机关民兵连干部任职命
令，举行了机关民兵连授旗仪式，全体机关

镇党委组织委员徐栋栋，镇党委宣传委员吴
文娟等。机关各科室负责人、
村（居）民兵连

区、
建设中国特色小镇等活动中建功立业。
成立大会由镇党委副书记、民兵营副教
导员徐珏主持。会上，镇党委委员、武装部

民兵面向军旗进行了庄严的宣誓，民兵连指

指导员、连长和民兵水上应急分队全体官兵

长、民兵营副营长陈纯好进行了动员部署，

导员金风代表机关民兵作了表态发言。

参加了大会。

宋广民 文 张振 摄

朱家角镇人大举办新一届区镇人大代表履职培训
2月 28日，
朱家角镇人大在景苑水庄举
办新一届区、
镇人大代表履职培训，
来自各行

镇人大主席诸建芳主持会议并做开班
动员讲话，调强统一思想，充分认识举办这

涵、人大代表的地位与作用及代表履职等
进行了深入解读。施凯深入浅出讲解人大

各业的近 90名人大代表参加了此次培训。

次代表培训的重大意义；增强主体意识、大
局意识、责任意识、为民意

代表要勤于了解民意、善于表达民意、勇于
落实民意；裴蓁从自身履职经验出发，与代

识，积极主动地行使各项
法定职权；加强学习，努力
提升人大代表的法制观念
及自身素质，提高代表的

表交流互动，分享多年来的履职经验和体
会。随后，代表分组讨论和集中交流。6名
区、镇人大代表从各自不同的角度交流了
自己如何当好代表，履行好代表职务的体

履职能力，切实发挥好代

会和经验。

表的作用。
培训班邀请了上海市
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

代表们纷纷表示，
通过培训，
对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对人大代表的
性质、地位、
权利和义务进一步明确，责任感

施凯与上海市人大代表裴
蓁为代表们授课，就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的基本内

和使命感进一步增强，
履职能力进一步提高，
达到了提高认识，增长知识，相互交流，开阔
眼界的效果，
增强了履职能力和信心。 陆琦

角 里 扫 描
!2月 24日，朱家角镇清理整治乱埋乱葬工作
推进会召开。镇长乔惠锋出席会议，会议强调各村
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责任，干部带头、党员垂范，
扎实推进整治工作，确保今年百分百完成清理整治
乱埋乱葬任务。

阐明了组建机关民兵连的重要意义，并就下

马爽爽

!3月 1日上午，
镇社区办、文明办、万隆村、北
大街以及 3家驻地部队代表齐聚一堂，为 2017年
朱家角镇双拥共建工作出谋划策。与会人员初步拟
定《朱家角镇 2017年军民共建“一月一主题”活动
方案》。今后将根据方案全力营造“淀山湖畔军旗
马爽爽
红，
古镇军民情更浓”的良好社会风尚。

凝心聚力，打好国家卫生镇复审攻坚战
!2月 22日上午，
泰安第一社区（新华村）举办
首届春季拳操展示活动。参加活动的健身爱好者共
100多名，17支来自各村居的文体团队展示太极、
木兰、健身气功等。伴着轻快的音乐，
踏着灵动的节
奏，队员们面带笑容，精神抖擞，展示了泰安第一社
徐忆馨
区居民、新华村村民的活力和风采。
!日前，北大街居委会接到了溪苑公寓居民反
映，小区内污水管堵塞，导致污水从窨井溢出，流向

2月 24日，朱家角镇迎国家卫生镇复

上，强化责任、落实保障。把迎接国家卫生

作所面临的形势，下阶段工作的具体时间

审动员大会在镇政府 108会议室召开，迎

镇复审工作当作一场硬件达标升级战、问

节点，以及详尽的工作开展措施，要求各

复审工作领导小组全体成员，各村居党政领
导、卫生干部，各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各工

题导向攻坚战、卫生教育持久战，各部门、
单位和村居要不断完善工作机制，加大工

单位根据部署，深入做好贯彻和 落 实 工
作。

地、菜场、物业负责人共计约 200人参加会
议。镇党委副书记徐珏主持会议。
镇党委副书记、镇长乔惠锋在会上提
出要求：从思想上，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
迫感；行动上，突出重点、狠抓关键；管理

作力度，提高工作效率，以优异的成绩完
成此次国家卫生镇复审工作，打赢这场攻
坚战役。
副镇长季靓就迎接国家卫生镇复审作
了全面部署，介绍了目前朱家角镇复审工

会上，乔惠锋代表朱家角人民政府与清
运保洁公司、横江村、沈巷居委三家代表单
位签订了《国家卫生镇复审目标责任书》，各
职能部门和村居代表分别作了迎复审表态
王琳
发言。

人行道。居委会工作人员联系物业来到现场，了解
情况后向朱家角污水厂申请溪苑小区污水管道改
造。污水厂收到申请立即进行施工，将以前的污水
管废除，重新设置函管下水道，并对不平的路面进
袁思施
行修缮，2月 26日，
出行难题得到解决。

安全巡逻查险情 及时处置除隐患
2月 11日下午，朱家角镇综治大队古

讲机向队部领导汇报。镇综治大队队长沈继

“幸好你们发现及时，否则如果谁走过

镇分队街面巡逻中队队员在现场巡查中发

勇接到队员汇报后，
及时安排附近巡逻队员

丢根烟头引燃爆炸的话，后果不堪设想。”附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金帆集装箱封条有限公司

现一起煤气泄漏的重大安全隐患，经及时上
报处置，
避免了一起因煤气泄漏而引发的安

赶往现场协助管控，
并派出镇应急分队水面
保障冲锋舟赶往现场增援，同时要求沈亮巡

近居民和派出所民警对综治队员的细心工
作态度和及时处置表示高度赞扬和肯定。

等 21家企业参与，招聘岗位 196个，包含了机械设
备、电子、酒店等多种产业，据统计，招聘会当场达

全事故发生。
据悉，当日下午 2点 30分左右，古镇

查煤气来源，
并拨打 110和 119。增援队员
到达现场后，及时对附近居民进行了疏散并

朱家角镇综治大队古镇分队现有交通
协管、
古镇治安和街面巡逻 3个中队。两年

庞明

分队街面巡逻中队队员沈亮带领 2名特保
队员像往常一样开始对祥凝浜路沿线及周
边进行巡查。当他巡逻到东市街沿线时，闻

封闭了相关区域，通过和派出所的挨户排
摸，最终在东市街 16号排查到泄漏点。经现
场查看和询问住户，原来是居住在里面的外

来，镇综治大队古镇分队共扑灭初起火灾 7
次，收到群众锦旗 4面，协助救起落水群众
3人，抓获盗窃嫌疑人 2人，帮助找到失散

到浓浓的煤气味。
“不好，
有煤气泄漏。”沈亮
立即意识到是煤气出现泄漏，他当即通过对

来人员私自拆卸废弃液化气钢瓶，造成钢瓶
内剩余液化气外泄，
引起群众恐慌。

游客 200多人，上交派出所手机、钱包、身
沈继勇
份证等失物百来件。

!3月 4日，
“乐业上海”朱家角就业援助月专
场招聘会在沈巷举办。招聘会邀请了上海荣泰健康

成录用意向的有 95人。

!3月 6日，区第三届“巾帼杯”女子门球锦标
赛在沈巷门球场举行。全区 12支街镇球队进行对
陆福桢
抗，
朱家角队最终获得第一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