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一扫▶▶

2018 年 5 月 15 日
星期二

农历戊戌年四月初一

更多新闻，请浏览《嘉定报》主办的

上海嘉定·新闻频道

http://jiadingbao.jiading.gov.cn/

报社地址：嘉定区德富路 1288 号

请关注嘉定区人民政府微博、微信

邮政编码：201821

上海嘉定

线索提供电话：59910115

搜索：sh-jiading

投递监督电话：59910529
第 1148 期 · 今日 8 版

沪报字第 0185 号

报名题字：
钱其琛

结合优势特色，做实科创服务，
做好民生服务

双管齐下彰显嘉定的服务张力
打响

四大品牌

本报讯 近期，注册于嘉定的上
海禾赛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宣布完成
2.5 亿元的 B 轮融资。这家由 3 个从美
国硅谷辞职的年轻人创办的企业，专
注于开发激光传感器，自主研发的激
光雷达已应用在数十家顶尖自动驾驶
公司的无人汽车上。美国加州现有的
52 家获得无人驾驶汽车公开道路测
试牌照的高科技公司中，有超过 1/3
是禾赛科技的付费客户。
“禾赛的快速成长离不开嘉定的

扶持和帮助。”禾赛科技 CEO 李一帆
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表达对嘉定的感
谢。2014 年底，李一帆和另外 2 名创始
人带着最新研发成果回国创业，嘉定
抛出了橄榄枝，
为他们提供办公场地，
解决人才落户、居住、子女入学等一系
列问题。李一帆坦言，
正是嘉定优惠的
创业环境和人才政策让他和团队选择
留下。
如何在打响“上海服务”
品牌中彰
显嘉定的服务张力，突显地区优势和
特色？嘉定作为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
自然绕不开“科创服务”这张名片。禾

赛科技所经历的，正是嘉定服务科创
企业、打造具有嘉定特色的科技服务
产业体系的一个缩影。
“要让这张名片在上海服务中打
响、打好，
就必须在关键领域率先形成
突破。”区发展改革委主任朱健民介
绍，
嘉定将围绕一个目标，
瞄准四大重
点领域，
推进 11 个专项行动。
一个目标，即：到 2020 年，集聚一
批具有国际水平、国内一流的服务型
企业、机构、平台，形成一批服务领域
名企名家、名师名校、名医名院、名胜
名展、名赛名节等。四大重点领域包括

科创服务、产业服务、城市功能品质和
城市服务管理。
推动科创成果的转化落地是 11
个专项行动之一。
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
1-3 月份，嘉定申报的上海市高新技
术成果转化项目共 17 项，其中有 14 项
通过审核认定，在全市范围内仅次于
浦东新区和闵行区，排名第三。此外，
全区的技术合同登记数和交易额同比
大幅增加，
均位列全市前三。
根据专项
行动计划，到 2020 年，全区研发投入
占 GDP 的比重保持在 5.5%左右，每万
人发明专利拥有量 35 件以上，专利申

请量年均增长 20%以上。
越来越多的科研成果正走出院
所、高校，在“象牙塔”外安家落户，背
后离不开嘉定在探索科创院地合作模
式上的努力。2016 年，嘉定新建了院
地合作共同推进嘉定科创中心重要承
载区建设联席会议制度。
上个月，联席
会议召开了第三次会议，移动能源产
业孵化基地、上海先进材料产业技术
研究院、临床声学联合实验室签约三
项共建协议，加速科技创新成果产业
化，
为“纸变钱”再助力。
（下转第 3 版）

村居党组织集中开展换届
本报讯 根据嘉定区村（居）党组
织领导班子换届工作的部署要求，近
段时间，全区各村、居党组织换届工作
正按计划、按步骤地开展，其中 5 月 11
日至 18 日为集中选举阶段。
5 月 12 日，中共嘉定区安亭镇联
西村总支部委员举行换届选举大会。
区委书记、区长章曦出席。
在雄壮的国歌声中，联西村 156
名党员通过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差额
选举产生了 6 名新一届联西村党总支
委员，选举唐祝平为新一届党总支书
记。唐祝平表示，将带领新一届班子继
续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做好乡
村振兴工作，不断优化社会环境、卫生
环境，进一步提升村民的生活条件和
收入水平，尽心竭力把联西村建成环
境更加优美、社会更加和谐的美好家
园。
“村党组织换届选举是我们政治
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我必须来参加。”
在外探亲的老党员张菊祥特意从加拿
大乘飞机赶回上海，风尘仆仆前来参
加选举，他希望新一届班子能继续抓
好经济建设，做好服务企业的各项工
作，同时不断改善村民生活，使联西村
走上更好的发展道路。
据悉，今年嘉定共有 141 个村党

组织、199 个社区党组织将进行换届。
此次换届选举采用“公推直选”方式，
经民主推荐、组织考察并确定人选后，
由党员选举产生新一届的村（居）党组
织领导班子。
换届工作自 3 月 7 日正式启动以
来，
区领导分别下沉各街镇，
指导调研
换届工作的开展。5 月 10 日，章曦来到
嘉定新城（马陆镇）调研时强调，基层
党组织是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以及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基础，
选出
优秀的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尤为重
要。要全力推动村居党组织换届工作
顺利完成，
关键抓好四个环节：
加强舆
论宣传，确保党员群众正确认识选举
的严肃性，用正确的舆论导向让党员
进一步明确选举的目的、意义和规定
程序，正确认真履行党员义务，
投好庄
严一票；严格执行程序，确保选举公
平、公正、公开；
严肃换届纪律，
确保换
届选举风清气正；做好新老交接，
确保
领导班子平稳过渡。
他强调，
在换届选
举工作中，要把群众真正拥护的思想
好、作风正、有能力、热心为群众服务
的人选进领导班子，
进一步优化村、居
委会干部队伍结构，巩固党的执政基
础，
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记者 孙凌

“美丽家园”
启动
“三年行动”
本报讯 5 月 8 日，嘉定召开创新
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住宅小区建
设“美丽家园”工作推进会。区委书记、
区长章曦在讲话中指出，创新社会治
理加强基层建设不仅是中央、市委的
明确要求，也是嘉定解决自身社会发
展领域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现实需
求，必须久久为功，深化推进。
章曦指出，社会治理创新是一项
基础性、长期性工作，必须持之以恒、
全面推进、务求实效；要在认识上再深
化，以更高标杆推动社会治理创新；
要
聚焦党建引领、功能支撑和群众需求，
不断凝聚多元力量、提升治理活力，
进
一步破解难题瓶颈，以更实的举措提
升社会治理水平；要进一步压实责任、
落实机制、建强队伍，做好全方位保
障 ，以 更 强 的 担 当 凝 聚 社 会 治 理 力
量。
区委副书记周金林总结部署创新
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工作；区委常

委、组织部部长周文杰主持会议；
副区
长傅俊总结 2015-2017 年住宅小区综
合治理工作，部署 2018-2020 年“美丽
家园”建设相关工作。
在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方
面，
嘉定将重点抓好五方面工作：
坚持
和加强党对基层社会治理的全面领
导；
坚持眼睛向下看，
进一步完善基层
体制机制；
坚持多元共治，
进一步深化
社会力量参与；
坚持问题导向，
进一步
提升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坚持以人
为本，进一步加强基层队伍建设。
根据“美丽家园三年行动计划”，
今年起至 2020 年，全区将逐步完成各
类旧住房改造，基本实现住宅小区生
活垃圾分类投放、供水企业管水到表，
完成住宅小区管理处和主要出入口门
岗（门卫室）规范化建设目标，符合条
件的小区业委会党的工作小组组建率
达 100%，推进既有小区电动自行车充
电设施建设等。
记者 冉涛

美丽乡村增“颜值”。近日，7 幅高约 2 米、长约 3 米的大幅墙画出现在霜竹公路沿线，成为华亭“窗口”的又一道亮丽风
景。
嘉定自全面开展美丽乡村建设工作以来，各乡村因地制宜，
以规划引领，遵循民意，整合项目，提升农村活力。未来，
华亭
各村还将设计更多富有本村特色的墙画，
装点美丽乡村。
记者 李华成/摄

突出规划引领、品牌特色、宜居宜业、生活富裕

以更高标准推进乡村振兴工作
本报讯 “农业要优而精、农村要
美而活、农民要富而乐……”5 月 9 日，
区委、区政府召开嘉定区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工作会议，
深入贯彻中央、市委
相关要求，结合嘉定实际部署乡村振
兴各项工作。区委书记、区长章曦强
调，要提高站位、聚焦重点，突出规划
引领、品牌特色、宜业宜居、生活富裕，
以更高标准推进乡村振兴各项工作落
地落实。
“嘉定的发展离不开乡村振兴。”
章曦在讲话中指出，全区上下要深刻
认识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完善城
市功能、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
也是加快补齐短板、更好满足人民群
众美好生活的迫切需要。
嘉定有基础、
有能力、也完全有必要在解决“三农”
问题、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方面走在全
市前列、做得更好，要脚踏实地、乘势
而上，开启新时代乡村振兴新征程。
章曦强调，
要聚焦重点，
以更高标
准推进乡村振兴各项工作。规划是统
筹推进乡村振兴的“纲”，要突出规划
引领，完善村庄布点规划和乡村风貌

设计，切实提高农民集中居住度，留住
农村特有历史风貌；要突出品牌特色，
打响“一镇一品”特色农产品牌、
“合作
社+家庭农场”经营牌、
“ 农业+”融合
发展牌，不断构筑农业农村经济发展
新优势；
要突出宜居宜业，补齐农村基
础设施短板，尤其要抓紧制定出台农
民建房的相关政策，并通过无违建村
居（街镇）创建、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等，
全面改善乡村生态环境，
同时，用心挖
掘好、继承好、创新好优秀乡村文化，
增强乡村吸引力；要突出生活富裕，通
过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增加财产性收入
等方式，
找到新的增收点，增进农民福
祉。
章曦指出，实现乡村振兴并非一
朝一夕之功，关键要围绕破解矛盾难
题，强化改革创新、形成工作合力，保
障工作早落地、早见效。
要健全领导体
制机制，
抓好重点领域改革创新，在农
业生产经营方式、乡村旅游等方面，做
好对标，加大改革探索力度，争创一
流。要加强农村基层治理，以今年村
“两委”换届为契机，为乡村振兴之路

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同时通过制度创
新 治 理 微 腐 败 ，让 群 众 有 更 多 获 得
感。
根据部署，嘉定将聚焦深化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农村生态宜
居环境、推动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提
高乡村治理能效、提升农民生活水平，
确保乡村振兴工作落地做实。
今年，全
区将加快调整农业布局和结构，建立
农田休耕提质机制，优化粮食品种结
构，扩大优质早熟和中熟水稻种植面
积，
切实增加农民收益；
充分挖掘乡村
的生态功能和休闲观光功能，尽快启
动“乡悦华亭”综合项目，加快推进向
阳村田园综合体建设和沥江生态园项
目，
力争年底出形象出亮点；加强与长
三角周边地区的融合，打造美丽乡村
精品试点村，构建嘉昆太区域共建共
享的绿色花园。
区领导许谋赛、刘海涛、陆奕绎、
傅俊出席会议。
会上，区规土局、安亭镇、华亭镇
作交流发言。
记者 孙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