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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我没什么好采访的，就

是在自己的岗位上做事。”说这句话的

人是钱建宏，上海科世达华阳汽车电

器有限公司装配车间设备组组长。虽

然被评为嘉定工匠，但在他眼里，自己

不过是一名普通的生产线维修工。他

还告诉记者，自己很忙，希望能尽量压

缩采访时间。

生产车间离不开生产线，生产线

的正常工作离不开他们——设备维修

维护的技术人员。在同事李沛眼里，老

钱一直是个默默无闻的工作狂，但只

要遇到问题，老钱必会挺身而出。李沛

记得，2015年公司车间新装配的C型

开关全自动设备，经过大半年的调试，

仍不稳定，误判率居高不下，产品的质

量始终无法得到保证。在这节骨眼上，

最初负责设计该产线的同事又离职

了。“若复测需要重新投入大量的人力

和物力，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老钱站

了出来。但大家都知道，当时老钱已有

多个项目在手。”李沛说，经过一个月

的验证和优化，设备终于稳定下来，经

老钱改善后的设备，电性能误判率由

13%降至0.2%，过程报废率降至0.7%，

按预定产能计算，每年能为公司节省

37万元。

钱建宏的口头禅是：“还不完美，

还有可改善的空间。”最近，由他改良

的微动开关自动生产线，产量从原来

8个人1天生产2000余个，提高到了1

个人1天生产5000多个，不良产品率

从 17%下降到了 2%，为企业节约近

200 万元的成本。据了解，这条名为

“金手指”的生产线，在正式投产前，要

求确保误差区间在0.01到0.02毫米之

间，否则做出的产品将全部报废。0.02

毫米是什么概念呢？一根头发的直径

一般为0.05毫米。

“我理解的工匠精神，是把工作当

事业，专注在自己的职业领域中精益

求精。”钱建宏说。自 1986 年入行至

今，钱建宏已在一线生产岗位奋斗了

33年，从最初的技术工人到如今的维

修团队负责人，一路走来，他坦言：“我

喜欢这份工作带来的挑战，遇到新机

器不会修，就自己查资料，多花点时

间，直到弄明白为止。”

谈到未来，钱建宏认为未来的生

产设备将越来越趋向自动化，现在一

条需要10个人的产线，将来可能只需

1人就能完成，为此，他常常告诉年轻

的工友：“努力学习，不断提高技术，适

应时代发展，紧跟潮流才不会被淘

汰。”

目前，钱建宏已累计为 128 名工

友组织技能培训，获得工友们的一致

好评。2012 年，钱建宏被评为模范员

工，同年获得上海市首席技师资格，

2014 年，他又获上海市技术能手称

号，并创立首席技师工作室。

在记者眼中，这位51岁的嘉定工

匠，比同龄人看上去更显老一些。为确

保第二天机器设备能正常运转，钱建

宏的工作时间往往是在工人们下班

后，通宵加班也是常有的事。对他而

言，最对不起的就是远在无锡老家的

家人，在上海拼搏了 30 多年，一心只

想着工作，自己所在企业又能提供住

宿，所以他始终未将在嘉定买房置业

放在心上，但或许这正是他能在事业

上取得成功的因素之一。

记者 秦逸超

本报讯 5 月 11 日，嘉定区召开

群团改革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

部署 2018 年相关工作。区领导周金

林、周文杰、王建新、陆祖芳出席会议。

周金林指出，深化群团改革，要眼

睛向下，脚步向下，重心向下，要关注

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群众的意愿

就是改革工作的“晴雨表”。他要求，各

部门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提高认识，凝聚共

识；要持续推动转职能、转方式和转作

风，服务大局；要持续增强群团组织自

身建设，增强活力，夯实基础。

下阶段，嘉定区将进一步深化群

团改革，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

九大精神；持续夯实主责主业，强化服

务中心功能，强化依法维权功能，强化

服务群众功能；持续创新工作方式，进

一步完善群众化工作方式，拓展社会

化工作路径，增强网上群团建设实效；

持续夯实群团组织基层基础，扩大组

织和工作有效覆盖，强化群团组织协

同运作；持续加强群团组织自身建设，

加强领导、支持和保障工作。

记者 李华成

嘉定部署群团改革工作

本报讯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胜利歌声多么响亮……”5月8日，在

《歌唱祖国》的音乐声中，以“牢记初

心使命，争当时代新人”为主题的嘉

定区第八届党员学习月开幕。区委副

书记周金林，区委常委、区委宣传部

部长顾惠文出席。

开幕活动中，表彰了一批学习型

党组织、学习型党员；嘉定区第一批

党员学习体验基地获授牌，分别是嘉

定创新创业大厦、上海国际汽车城科

技创新港、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东

海研究站、上海智臻智能网络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马陆葡萄研究所；

江桥镇网格游学地图发布，包括了14

个网格学习点，如太平村村史陈列

馆、上海奔驰品牌体验中心、申窑文化

艺术中心等地；市委党校青年教师朱

叶楠受邀作“奋斗的人生才是幸福的

人生”演讲。活动现场，党员还参与了

幸运连连看、声临其境、绿幕拍摄等互

动体验项目。

8 年来，嘉定以“党员学习月”为

平台，组织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

员积极投身学习，全区上下形成了以

学习促发展、以学习带创新的良好氛

围。尤其是去年以来，党员学习月活动

采用了更加突出主题、更加开放活泼、

更加贴近基层的形式，注重向“两新”

组织、青年党员覆盖，进一步提升了学

习月活动的效果和影响力。

记者 顾娴慧

第八届党员学习月开幕

工匠钱建宏工匠钱建宏：：专注职业专注职业，，精益求精精益求精

本报讯 5 月 8 日，嘉定区启动

“三位一体”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区领

导陆奕绎、宗斌、傅俊出席活动。

“三位一体”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包

含线下、线中和线上三类。具体而言，

线下即在区、街镇和村居分别建成区

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公共法律服务工

作站、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室，现已实现

“1+12+333”模式的区、街镇、村居三

级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工作站(室)全

覆盖；线中即“12348”法律服务热线，

并突出“互联网+12348”的导向，加强

热线平台与网络平台的业务融合、数

据整合、协调联动；线上即开通“12348

上海法网”和“上海掌上 12348”,成立

由 92 名律师、公证员、人民调解员组

成的志愿服务团，组建公共法律服务

工作项目“微信塔群”，并打造“滴滴律

师”在线法律服务品牌。

会上，10名律师、5家律师事务所

受到表彰，分别评为 2013-2017 年度

优秀律师和2013-2017年度优秀律师

事务所；嘉定区律师调解中心、嘉定区

青年律师联谊会、嘉定律师工作委员

会青年律师公益服务工作组揭牌。目

前，共有4家律师事务所共55名律师

为当事人提供调解服务。

截至2017年底，全区有律师事务

所60余家，执业律师422名，另有公职

律师 17 名。五年来，全区律师共代理

诉讼和非诉讼案件2.7万件，参与解答

法律咨询2.9万件，法律援助案件0.8

万件。 记者 冉涛

嘉定启动“三位一体”公共法律服务体系

（上接第1版）

在嘉定，通过政府搭建平台，加速

科研技术成果的落地转化并非孤例。

去年，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上海先进

激光技术创新中心正式完工，空间的

拓展，为服务国家大装置和大基地的

建设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刚入驻

不久，中科院上海光机所研发生产的

“即时检测型光学生物传感器”和“激

光浮游菌例子计数器”就实现了小批

量生产，可应用在医疗、检验检疫、安

保反恐等领域。在不久的将来，浸没式

光刻机照明系统、机载激光测深仪和

激光质子刀、高清晰眼科光学相干层

析成像仪也将加快产业化进程。其中，

2019年底将完成2套浸没式光刻机照

明系统产品样机的研制，4 年内实现

机载激光测深设备的生产和销售。

突出“嘉定服务”特色，围绕“两高

四新”企业，加大服务力度是关键。“我

们公司这几年引进了大量高端技术人

才，用工成本大幅攀升，不知道有没有

办法能降低成本？”近日，一场面向“两

高四新”企业的宣讲沙龙在双创大厦

的“嘉税宝”基地举行，区税务部门工

作人员详细解答了企业对增值税改

革、股权激励、技术入股等税收政策的

疑惑。这是“嘉税宝”自4月份启动以

来举办的第二场活动。

“把基地建设成为嘉定科技企业

的服务站，让政策落到实地，转化为助

力企业发展的真金白银。”区科委主任

陈蕴珠表示，今后，该基地将每季度举

办一场科技和税收专题政策宣讲，并

根据企业需求不定期举办小班式、个

性化的专家服务。

“人”是服务的核心，如何提高市

民的感受度和获得感，离不开城市功

能品质服务和城市管理服务的提升。

去年，嘉定获得“全国文明城区”称号，

为了巩固文明成果，嘉定将深入推进

无违建创建先进居村工作，开展“美丽

系列”评选，将治理要求进一步向农村

地区延伸，打造出具有嘉定特色的城

乡社区治理新模式。比如，近日区城管

执法局打造50条“精细化管理示范道

路”的计划正式上线，未来，嘉定将针

对这些道路建立“门店清单”、“问题清

单”和“责任清单”三个清单，重点聚焦

违法搭建、违法广告、流动设摊、占绿

毁绿等十类整治，并强化监督考核，多

措并举严控新增市容问题，全面提升

道路沿线市容秩序。

记者 王安琪

嘉定工匠嘉定工匠

每年的5月份左右是桑葚上市的季节，紫红色的桑葚不但味道甜美，而且营养价值也极高。在华亭的文兴葡萄园内，一

颗颗桑葚挂满枝头供游客采摘。 记者 唐敏 秦逸超/摄

本报讯 5月11日，嘉定区“奋进

新时代共筑健康梦”5·12国际护士节

主题活动暨修身讲堂在上海保利大

剧院举行。丰青、王晔琳、吉守艳、朱

敏珏、陈凤梅、张英、姚静、唐晓燕、顾

静燕、童践平（按姓氏笔画排序）荣获

2017年度嘉定区卫生计生系统“十佳

护士”称号。区委常委、区委宣传部部

长顾惠文，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宗

斌，副区长王浩，区政协副主席陈宾

出席活动。

当天，医务职工带来了旗袍秀、音

诗画、诗乐舞、情景小品、手语歌曲等

自编自演的精彩节目。据悉，在纪念

5·12国际护士节期间，各基层单举行

形式多样的活动：摄影沙龙成员走近

“十佳护士”，用镜头聚焦工作点滴、定

格感人瞬间；电视、报刊和网络等媒体

进行全方位宣传报道，充分发挥先进

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让卫生计生系

统的干部职工学有榜样、行有标杆。

记者 赵一苇

嘉定举办护士节纪念活动

本报讯 5月12日，正值第25个

“国际家庭日”来临之际，嘉定区妇联

联合区纪委机关、区文明办和区卫计

委在外冈镇景苑社区举行“5.15”国际

家庭日主题活动。区委常委、区委宣传

部部长顾惠文等领导出席活动。

活动现场，表彰了上海市家庭创

意亲子阅读微视频优秀奖、最佳人气

奖、外冈镇“最美婆婆”“最美媳妇”“最

美志愿者团队”和“最美巾帼老大人”，

并启动2018年嘉定区“美丽庭院”、垃

圾分类“五星家庭”创建活动。志愿者

编排的小品《春暖花开》，讲述了金拐

杖志愿者与失独老人家庭结对的感人

故事；故事大王黄震良讲述了海上最

美家庭许菊珍的故事《背侬一辈子》。

活动开始前，与会人员还参加了

5·15国际家庭日外场家庭集市、亲子

阅读、手工作品义卖、工会大篷车等活

动。 记者 李华成

家庭日主题活动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