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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定举办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培训
本报讯 3月 14日至 15日，嘉定

区委党校 2017年春季开班暨嘉定区

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

会精神专题培训班在区综合办公大楼

举行。本次培训旨在加强街镇换届后

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和专业能力提

升。区委书记马春雷作开班动员和主

题为《坚定不移走好有嘉定特点的创

新发展之路》的首场报告，区委副书

记、区长章曦作《推进嘉定特点的创新

发展之路走向深入》的主题报告。区

委副书记周金林主持。

马春雷在开班动员中强调，嘉定

正处在转型发展的关键阶段，嘉定的

领导干部是否能够认清认准发展方

向、正确把握发展规律、主动攻克发展

瓶颈，至关重要，要求广大干部必须以

更远眼光、更快步伐、更优状态推动现

代化新型城市美好蓝图化为现实。马

春雷首先和大家回顾了嘉定改革开放

近 40年的历史和嘉定现代化新型城

市发展定位的由来，强调现代化新型

城市是坚持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

发展的现实考量，是嘉定把握现代化

城市发展趋势和规律的必然选择。

马春雷指出，嘉定产业结构转型

升级已经发展到了没有改革创新就不

能前进的阶段，要全面深化稳中求进、

进中求变、变中领先的发展思路，以更

大的担当推动改革创新，为今后更长

时期、更高水平、更可持续发展打下坚

实的基础。他指出，嘉定是上海实现

产业结构调整和实体经济发展的主战

场，靠实体经济起家，也要靠实体经济

走向未来。

马春雷指出，要始终坚持生态环

境保护优先导向，咬住天更蓝、水更

清、地更绿的目标持续用力，努力把嘉

定建设成为绿色低碳、健康节约、环境

友好的“美丽家园”。他强调，我们建

设现代化新型城市，既要有“财气”、又

要有“文气”，两者兼备才能有“生

气”。同时，经济发展要与社会发展保

持平衡，让人民群众共享经济发展带

来的成果；当前发展与未来发展要综

合考虑，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马春雷强调，要把全面从严治党

作为广大党员干部的首要责任、份内

责任、刚性责任，着力构建党委主体责

任、纪委监督责任、党委书记第一责

任、班子成员一岗双责的“四责协调”

机制，进一步优化“年初知责明责、年

中履责督查、年底述责问责”的工作闭

环。要努力做到，凡是有利于国家利

益、大局发展的工作，要毫不迟疑、坚

持不懈地抓；凡是中央和市委确定的

战略谋划、布局和任务，要主动承接、

自我加压；凡是符合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发展理念的事，要勇于率先

探索、真抓实干。

章曦在主题报告中指出，要把握

嘉定在长三角城市群中的角色定位，

在开放协调的区域一体化发展格局中

建立起嘉定独特的发展优势。嘉定要

以二级市的标准，主动对标长三角区

域内同类型城市，形成高点站位。要

始终认准产业转型的三个方向，汽车

产业要坚持向高端攀升，做优汽车全

产业链。四大新兴产业要着力引进一

批相关产业集群的龙头企业，在确保

发展质量的前提下进一步把盘子做

大。现代服务业要发挥比较优势，同

制造业发展相融合，同消费需求相契

合，同产业方向相吻合。要在现代化

新型城市的建设中增进人民福祉。他

强调，改革工作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

时，要在改革中不断形成发展的新动

能、新活力。

市委党校教育长梅丽红就“健全

与完善民主集中制”、国防大学战略教

研部教授金一南就“发扬优良传统，在

新形势下从严治党”作专题辅导报告。

本次专题培训班，是区委研究确

定的 2017 年干部教育培训工作“1+
10+N”模式的首个主题培训班次，突

出区管领导干部的培训。接下来，由

各有关职能部门牵头的 10个核心培

训班次也将陆续展开，培训对象将覆

盖党的建设、经济发展、城市建设、社

会事业发展、政法工作、人大工作、政

协工作等各类条线干部，以进一步增

强领导干部干事创业的激情与能力。

区四套班子领导、区法院院长、区

检察院检察长、区副巡视员，各街镇、

委办局、区管企事业单位副处级以上

干部700多人参加专题培训。全区各

级干部、党员通过上海党员干部现代

远程教育直播平台收看了马春雷、章

曦的报告。

记者 孙凌

近千名巡访员穿梭在大街小巷查问题
创城“登高”行动启动以来，巡查覆盖面、巡查频率、细节巡查得到了加强

本报讯 经过三年的建设，嘉定

同济体育中心建成，目前正处于内部

调试阶段，预计9月份启用。届时，该

体育中心不仅为同济师生所用，也向

周边居民开放，嘉定市民又添优质体

育资源。

据悉，嘉定同济体育中心是嘉定

区和同济大学“区校合作”的一个亮

点，其位于同济大学嘉定校区北侧，中

心主体建筑面积超过1.3万平方米，从

西向东依次为游泳馆、体育馆和室外

标准体育场。

游泳馆设有50米×25米的标准比

赛池和 25米×15米的训练池，可适合

不同种类的赛事要求。室内体育馆是

安亭地区目前唯一拥有看台座位的室

内馆，共有1380个座位，可满足篮球、

排球、乒乓球、羽毛球、手球等球类比

赛和训练要求，也可举办文化表演、会

议展览等活动。馆内顶部除保留传统

照明设备，还设置有一个个导管，白天

阳光充足时，室外光通过导管直接导

入室内，既起到照明作用，又节能环

保。室外标准体育场则分为田径场和

足球场。 通讯员 胡新栋

同济体育中心
9月正式开放

区领导参加全民义务植树活动

本报讯 早晨七点，区市民巡

访团团长杜永生又一次出发了。

接连三天，老杜都早早地从嘉

定城区赶到江桥，把那儿几个村的

河道环境仔仔细细查看了一遍，拍

下了几十张不文明现象的照片，诸

如河道黑臭、河岸旁堆积垃圾、村民

粪便直接倒入河中等。“这些都已反

映到相关部门，过阵子，我准备再去

看看整改情况。”

创建全国文明城区的攻坚“登

高”行动启动以来，全区共有近千名

像老杜一样的市民巡访员，义务穿

梭在大街小巷查找问题和短板，为

嘉定创城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今年，我们按照‘五十百千’的比

例，进一步优化了巡访力量。”区文明

办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各镇、街道都

配备有五十名巡访员，区级层面配备

百名巡访员，两者相加总数达千人。

人员力量充实后，巡访测评的方

式也进行了调整，由集中性测评转为

常态测评和集中测评相结合，同时，测

评的点位也由原先的从创城点位库抽

取点位，转为点位库抽选和点位库外

随机抽取相结合。“不但扩大了巡查测

评的覆盖面，巡查次数和频率上也有

所增加，尤其是加强了细节方面的巡

查。”该工作人员表示。

3月 16日，巡访员李素英等来到

嘉定西站巡查。“厕所内发现烟头”“消

防栓内积灰严重”“候车站台地面破

损”……一圈仔细巡查下来，巡访员们

发现了 20多个问题。李素英和队员

们将这些问题逐一拍照、记录。

“巡查测评的内容，会结合当前的

重点工作不断调整细化。”杜永生介

绍，“今年，区级巡访团重点围绕交通

环境难点路口和农村靶点整治开展了

巡查测评，先后发现了 1000 多个问

题。下阶段还将结合拆违、类住宅整

治等工作开展巡查测评。”

查找出来了问题，整改是关键。

一系列即知即改的工作机制已然形

成。收到巡访员反映的问题后，区创

城办迅速归类，再转为“整改单”派发

至各职能部门，条块结合、以条为主进

行整改，以此缩减协调耗时。

新媒体手段也被充分运用，以进

一步提升整改速度。目前，嘉定开通

了手机平台，巡访员们在巡查中发现

问题，只要上传照片至平台，立即有专

人前去整改。“组团巡访之外，我们无

论何时何地发现问题都可以马上反

映，明显感觉整改速度快了，巡访效率

也更高了。”巡访员顾俊杰表示。

各街镇也结合实际，建立起整改

的长效机制。安亭镇实行“123”巡查

反馈机制，对巡访中发现的问题，相关

部门做到 1 天发现分派、2 天落实整

治、3天反馈成效。巡访员金晓倩下

午在和静路发现不少沿街商铺存在跨

门经营的情况，手机拍照上传后，下班

再经过时，跨门经营现象已不见。“整

改及时，我们巡访起来也更有动力

了。” 记者 孙凌

本报讯 从区建设部门获悉，澄

浏南路（蕰藻浜大桥—蕰北公路）计划

今年上半年建成。根据规划，远期澄

浏南路将与澄浏中路对接，形成徐

行-菊园-马陆-南翔的嘉定南北大通

道。

目前，澄浏南路（蕰藻浜大桥-蕰

北路）蕰北公路以南部分沥青摊铺完

成，蕰北公路车辆交通改道为南半幅

通行。同时，随着蕰北公路南半幅完

成，北半幅也投入紧张的施工中。

建成后，澄浏南路南接蕰藻浜大

桥，北连蕰北公路，其中还包括新建跨

老蕰藻浜桥梁一座，这是目前全市唯

一一座大跨度独塔自锚式悬索桥，大

桥主塔高68米，主跨233.5米，设计有

双向 4根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和人

行道各2根，目前上海尚无同等规模、

同等类型的桥梁。 通讯员 聿言

澄浏南路施工忙
嘉定再添“大动脉”

创城，共同的行动

本报讯 3 月 16 日，马春雷、章

曦、许谋赛、刘海涛、周金林等区四套

班子领导，以及各委办局和镇、街道

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等，来到嘉北郊野

公园植树点，参加嘉定区2017年全民

义务植树活动（见下图）。

植树现场，人头攒动，一派忙碌

的景象。经过大家一个多小时的劳

动，共栽植了香樟、桂花、水杉、樱花、

红松等10余个品种的乔木和灌木，总

计数百株。

马春雷还实地了解了嘉北郊野公

园的相关情况，他说：“树木种下后，要

做好后续管理和开发工作，再过几年，

这里将绿树成荫，鲜花遍野，成为新的

旅游休闲圣地”。

近年来，嘉定推出“绿化三年行动

计划”，并不断深化“百、千、万”工程，

有序推进 S5沪嘉高速、京沪高铁、沪

宁城际绿色廊道、外环生态林等大型

生态项目建设，加快推进公益林、疏林

地改造、四旁林等项目建设，加大拆违

后绿化种植力度，全区林业建设成果

丰硕，森林覆盖率不断提升。至去年

底，全区已建设以通道防护林为主的

生态片林50余个，面积3万余亩，林地

总面积达到10万余亩，森林覆盖率达

到13.52%。

同时，市民休闲公园建设力度

也在不断加强。“十三五”期间，嘉定

将建设 16座公园，如海上文博苑、

吴淞江滨江公园等。目前，全区已

建成公园 78 座；嘉北郊野公园一

期、真新恩德公园等 6座公园正在

建设中，预计年内完工。

记者 冉涛 实习生 秦逸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