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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金宏 林鹍鹍鹏 朱
悦昕）7 月 29 日上午，金山区第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在区会议

中心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并在圆满

完成预定的各项议程后胜利闭幕。

上午 9:30，大会举行第二次全体

会议。会议由大会执行主席杜治中

主持。大会执行主席胡卫国、信亚

东、白锦波、朱喜林、盛宗耀、钟美龙、

周俭、袁晓英、江海平、戴园英、张琼、

王咏梅、高峰、李晓霞和大会主席团

成员在主席台就座。

大会应到代表 230 人，实到 228
人，符合法定人数。

大会在表决通过总监票人、监票

人名单后，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补选鲍

慧民为金山区人民法院院长，补选汪

敏良为区六届人大常委会委员。

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胜利闭

幕。

新当选的区人民法院院长、区人

大常委会委员进行了宪法宣誓，区人

大常委会主任杜治中监誓。

区委副书记、区长刘健，区委常

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陈祥钧和区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谈倩出席大会第

二次全体会议和闭幕会并在主席台

就座。

本报讯 （记者 冯秋萍）7 月 28
日下午，区领导胡卫国、刘健、杜治

中、信亚东等分别参加金山区第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各代表团

会议，审议区人民政府、区人民法院、

区人民检察院 2020 年上半年工作报

告。

区委书记胡卫国在参加朱泾镇

代表团审议时指出，今年以来，面对

疫情前所未有的冲击影响，经济发

展形势严峻复杂，区委、区政府坚持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推进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基本实现

“时间过半，完成任务过半”。胡卫

国指出，今年是“十三五”规划的收

官之年，接下来，要把“两区一堡”战

略融入“十四五”规划中。下半年，

全区仍要紧绷疫情防控这根弦，抓

牢招商引资生命线，奋力创造新时

代金山发展新奇迹。

在谈到乡村振兴时，胡卫国指

出，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先行

区，金山要做的不是“盆景”，而是

“花园”。乡村要美丽，整洁和有序

是两大基本底色，重点要做好农村

人居环境。下半年，全区要持续推

进示范村建设和农民相对集中居住

工作，全面系统按照产业兴旺、生态

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

裕要求，实现金山成为全市乡村振

兴先行区的目标。

区委副书记、区长刘健参加枫泾

镇代表团审议。会上，代表们畅谈对

“一府两院”上半年工作报告的理解

和想法。刘健表示，代表们围绕人居

环境整治、农民相对集中居住、产业

兴旺等方面提出了非常好的意见建

议，十分具有借鉴意义。

刘健指出，上半年，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来之不

易。我们既要坚定信心，又要正视遇

到的问题与困难；要清楚认识到“危”

“机”同在，学会危中寻机、转危为机，

善于抓住机遇、利用政策、盘活资源、

统筹谋划，把规划布局好、项目落实

好；各部门要学会倾听百姓心声，解

决百姓诉求，与老百姓同向发力、共

同参与。下一步，要因情因势做好常

态化疫情防控，全力以赴促进经济高

质量发展。

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杜治中参加

山阳镇代表团审议。会上，各代表

们纷纷表示，上半年的政府工作报

告对金山这半年来的经济、社会等

各方面工作做了全面的总结，讲成

绩实事求是，讲问题精准到位。杜

治中表示，面对受疫情影响的经济

下行压力，要聚焦重点、攻坚克难，

狠抓工作推进落实，努力实现年初

区六届人大六次会议确定的目标任

务。

区委副书记信亚东参加廊下镇

代表团会议，审议“一府两院”上半年

工作报告。

本报讯 （记者 项竹彦）7 月 21
日，在上海市第 444 例、金山区第 39
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复旦大学附属

金山医院妇产科医生黄燕春的倡议

下，39位来自该院的青年造血干细胞

志愿者成功入库，完成了一场富有默

契的爱心传承。

出于对医学的了解和对患者的

理解，在造血干细胞的捐献者中，有

许多是医务人员。而随着宣传工作

的不断推进，各行各业的人纷纷加入

到造血干细胞捐献者的队伍中来。

今年 1 月，来自朱泾镇的企业职

工李彦靓完成了造血干细胞的捐献，

成为金山 2020 年首例，金山区总第

44例捐献志愿者。截至目前，我区共

有 43 名志愿者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

44 次，其中 1 人 2 次捐献。金山造血

干细胞捐献者的涌现率远高于全市

平均水平，成为申城造血干细胞捐献

事业中独树一帜的“金山现象”。

金山的闪亮名片从”入库“开始
金山的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服

务已成为一张闪亮名片。谈及为何

金山会涌现那么多入库志愿者和捐

献者，区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蔡红

梅直言：“很多人不了解造血干细胞

捐献，因为陌生所以惧怕。对此，我

们始终把宣传普及作为重中之重，

通过社会宣传、新闻宣传和文艺宣

传等多管齐下，在金山积极传播相

关医学知识，全面浓厚捐献造血干

细胞的氛围。”

从 2001 年起，每年“3 · 5”全国学

雷锋纪念日和“5 · 8”世界红十字日

期间，区红十字会联合团区委等部

门开展集中入库宣传活动，进社区、

进企业、进机关、进学校、进医院，宣

传捐献造血干细胞的相关知识及捐

献志愿者的先进事迹。耳濡目染、

言传身教，人们对捐献造血干细胞

不再陌生，而是将其视为救人于绝

境的大爱义举，越来越多的人参与

其中。截至目前，我区共有 8001 人

加入造血干细胞资料库。

义无反顾将爱进行到底
“远方的兄弟，你还好么？”自三

年前初次捐献造血干细胞后，这个牵

挂一直萦绕在金山青年吴衡的心

头。2019年 9月 24日，吴衡再次接到

上海市红十字会的求助电话，原来，

由于原受助患者病情反复，需要他再

次捐献淋巴细胞，才能延续生命的希

望。吴衡又一次义无反顾地答应了，

成为金山区“二次捐献”第一人。

“零悔捐”“二次捐”的背后，折射

出的是金山入库“志愿度”高。蔡红

梅介绍道，金山广泛发动青年群体加

入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队伍，但是

从来不搞“名额分配”等形式主义做

法，同时充分宣传志愿捐献的过程和

权利义务，确保“入库”决定经过深思

熟虑，爱心传递发自本心。

“好人文化”筑就“厚德金山”
就在确认捐献意向后不久，李

彦靓被区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拉进了

“鑫青年之家”志愿者团队微信群。

群里祝福和鼓励纷至沓来，而更多

的是关于造血干细胞捐献的注意事

项和医学知识。原来，2015 年 5 月，

金山组建“鑫青年之家”志愿者团

队，队员由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志

愿者组成，团队在金山各地宣传造

血干细胞捐献。

事实上，金山为造血干细胞捐献

工作“建群”始于 2003 年。当时，为

挽救一名年轻的白血病患者，金山 6
名素不相识的青年通过互联网成立

“阳光救援小组”，为患者筹集移植费

用。区红十字会获悉后因势利导，将

金山富有爱心的年轻人组织在一起，

并于2004年10月19日成立区红十字

志愿者宣传服务队。随后，这支志愿

者队伍坚持为市民宣传造血干细胞

知识，开展造血干细胞集体入库活

动。核心成员施明珠也成为金山第

23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金山现象”离不开金山“好人文

化”的浸润滋养。近年来，我区全力创

建全国文明城区，通过建设好人主题

公园、月推季选“金山好人”、宣传好人

事迹等举措，让“好人文化”在金山蔚

然成风。

区六届人大七次会议胜利闭幕
胡卫国等为执行主席 杜治中主持 补选鲍慧民为区人民法院院长

胡卫国在参加区六届人大七次会议代表团审议时要求

奋力创造新时代金山发展新奇迹

“好人”引领，爱心传递“生命火种”
我区逾八千人加入造血干细胞资料库，成功捐献44例

区六届人大七次会议会场区六届人大七次会议会场 记者记者 张鹏远张鹏远 摄摄

本报讯 （记者 金
宏 朱悦昕）“八一”建军

节来临之际，区领导胡

卫国、刘健、杜治中、王

美新、信亚东分别前往

驻区部队开展走访慰

问，向广大官兵致以节

日的祝福，并对部队为

金山经济社会发展所作

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7 月 30 日上午，区

委书记胡卫国一行来到

山阳女子民兵哨所，向

始终奋战在一线的“海

防卫士”们致以节日的

祝福，并送上慰问品。

胡卫国表示，希望大家

要继续勇担保家卫国的

职责，努力成为一支听

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

优良的队伍，为金山经

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大的

贡献；相关部门要一如

继往地关心哨所建设及

女兵成长，进一步做好

双拥工作。

在某部特训营，胡

卫国向广大官兵致以

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

敬意，并叮嘱大家保重身体，做好训

练过程中的防暑降温。随后，胡卫国

实地察看部队训练场、营房等，并详

细了解部队建设发展和官兵训练生

活情况。胡卫国指出，广大驻区部队

官兵始终情系金山建设发展，在疫情

防控和防汛防台等任务中勇当先锋，

为维护金山社会稳定和保卫人民生

命财产安全作出突出贡献。希望广

大部队官兵继承和发扬光荣传统，一

如既往地支持金山经济社会发展，希

望大家能军民同心、全力争创全国双

拥模范城。区委、区政府将继续全力

支持和服务部队建设，切实为官兵办

实事、解难事，不断营造军民鱼水情

的良好氛围。

7 月 28 日上午，刘健一行来到武

警执勤第五支队执勤三大队，为官兵

们送上节日祝福与亲切慰问。部队

相关负责人详细介绍人员配置和工

作开展等情况，并对区委、区政府长

期以来对部队的关心表示感谢。（下
转A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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