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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党的工作做到经济发展最活跃的细胞上

近百位奉贤学子共演原创古典舞剧

支部建在东方美谷里
□记者 孙 燕
在凤创谷科创基地，有一处绝
佳空间，是上海市工业综合开发区
“ 同 心 荟 ”党 群 服 务 中 心 所 在 地 。
每天，这里都聚满了人。平时忙碌
的年轻党员们，抽空就会参加一次
主题党日活动，寻求创业中的帮助
和合作伙伴，或者看看书充充电。
去年，
“ 同心荟”党群服务中心荣获
奉贤区唯一的“市园区党建工作创
新基地”称号。今年，它给自己取
了新名字：东方美谷园区党建工作
创新基地，把党的工作建在经济发
展最活跃的细胞上。
引入市场化力量
精准服务党员职工
市工业综合开发区是东方美
谷产业核心承载区，集聚着 68 家企
业，其中多数是民企和外企。数万
企业员工中，有 1066 名党员，其中，
35 周岁以下党员达 45%。针对辖区
内党员年轻化、学历高、流动性大、
需求多元化等特点，
“ 同心荟”党群
服务中心应运而生，且按照“引领、
凝聚、服务、共享、创新”理念，为党
员量身制定活动和服务。
“同心荟”党群服务中心在全
区率先引入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
即“杨妈妈”创新创业服务品牌，搭
建信息交流平台，为刚落户企业 24
小时护航；搭建政策交流平台，为
企业运营发展提供多重政策和资
金扶持；搭建第三方平台，拓宽增
值服务领域。同时，
“ 杨妈妈”还将
成为党员和企业员工身边的“老娘

舅”，帮助解决党员和企业员工遇
到的各类问题。
为了让党员和企业员工进一
扇门就能享受到各类高端个性化
服务，
“ 同心荟”党群服务中心还在
开发区内布点建设了 4 家生活驿
站。其中，设立在中心旁的思贤生
活驿站，整合了商务宴请、中式茶
道、外商会客等资源，为园区提供
高级商务服务；位于肖南路附近的
乐活青年生活驿站，集人才公寓、
创意办公、社区商业等于一体，为
年轻党员、企业员工提供了更多享
受青春、活出精彩的平台。
激发党建牵引力
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要想做大东方美谷，党建的动
能就要越强。激励开发区每一位
党员助力营商环境建设，促进区域
经济发展，成为“同心荟”党群服务
中心的重要内容。
前不久，莱博药妆东方美谷药
妆生产基地正式开业，公司从徐汇
搬迁到奉贤，公司总经理李成亮的
理由很明确，
“ 一方面是企业扩大
产能的需要，最主要的还是看重东
方美谷的服务和发展前景。”同时，
通过党建引领，让企业与“东方美
谷药妆研究院”同频共振，孵化一
批新项目，未来可带动超过 50 亿元
的产业集聚，汇集 200 多位教授、医
师的团队入驻。
“同心荟”党群服务中心还整
合 3 个专业孵化器合作平台、20 多
家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资源，拓展
创新创业服务内涵。截至目前，凤

创谷实体在孵企业 78 家，累计孵化
创业企业及团队 128 家，已培育出
了 一 批 具 有 创 新 创 业 活 力 的“ 潜
力”
项目和“种子”
项目。
植入党建基因
引领企业自身发展
在推动“同心荟”党群服务中
心建设过程中，开发区党委启动了
“一企一品”党建工作品牌创建活
动，将党建基因植入企业，充分发
挥基层党组织力量，推动企业承担
越来越多的社会责任，实现区域的
经济转型升级和社会治理创新。
爱思帝达耐时(上海)驱动系统
有限公司，是开发区里出了名的党
建品牌。在公司党支部的推动下，
企业组建了“志愿者小分队”，除了
开展厂区环境义务保洁外，还组织
主题党日活动，充分发挥党员、党
组织作用。在上海通用风机股份
有限公司，公司党支部表示，企业
在推进卓越绩效管理时，党员、积
极分子带头干，在工作中严格按照
7S 管理标准，让规范化管理成为了
企业的新名片。
未来，
“ 同心荟”党群服务中心
还将继续以提升党建工作质量为
切入点，强化党建对经济发展的引
领和助推作用，切实以党的建设促
进产城融合、综保区、东方美谷综
合体建设等重点工作实现新突破。

记者

走基层

第二届《少年木兰》完美落幕

姜建玉//摄
姜建玉
本报讯 （记者 吴口天）“忠
孝两不渝，千古之名焉可灭。”6 月 4
日，随着气势磅礴的音乐响起，由
古华中学近百位学子排演的第二
届大型原创古典舞剧《少年木兰》
再一次登上舞台。
去年，古华中学原创古典舞剧
《少年木兰》在区会议中心大礼堂
首次公演。在第一年的基础上，今
年，学生们对舞剧有了更多的认同
感，对木兰形象有了更饱满、深刻
的认识。音乐老师时红萍直言，有
了前一届的基础，在选角的时候，
学生们都争着报名，排练也更加刻
苦。从去年 6 月组队，到 8 月排练，
每周抽出 3 节课的时间排练，历时
近一年，第二届《少年木兰》以更好
的精气神，更高的品质展现在观众
眼前。
作为这次担任木兰一角的陈
许瑞，在幕后排练上也花了十足的
心思，她告诉记者，受了第一届舞

剧的影响，她对自己学校原创的古
典舞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也想
站在这个舞台上，
“ 会尽力将木兰
这个角色表演到位。
”
校长杨莲花介绍，学校在六
年级开设了舞蹈课程，提升学生
的舞蹈素养，在七年级开始排演
大型原创古典舞剧《少年木兰》，让
学生站在舞台上，亲身感受到舞台
魅力和浸润中华优秀文化。
“ 我们
所有六、七年级的学生，都会跳《少
年木兰》。
”
谈 及 《少 年 木 兰》 的 初 衷 ，
杨莲花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人物
花木兰的忠孝义形象不仅仅活在
诗词里，更应该根植于艺术之
间、舞蹈之间，以此融入到学生
们的心灵深处，唤起学生对“敬
奉贤人、见贤思齐”文化内涵的
追求，继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以坚定地文化自信走进新
时代。

女童脚卡健身器无法动弹

奉贤消防接报紧急救助
本报讯 （记者 邵毓琪） 近日，
奉贤区洪丹路一广场上，一名 5 岁
小女孩独自玩耍时，不慎将脚卡在
了健身器材立柱之间，无法动弹。
消防部门在接到女孩母亲报警后，
立刻到场展开救助。
据了解，
当时，
这名小女孩独自
在广场上玩耍，
出于好奇，
她便想从
腹背锻炼器两根立柱之间钻过去。
岂料，当小女孩的右脚刚跨入立柱
之间的缝隙，就被卡住，无法动弹。

孩子的哇哇大哭引来了孩子母亲。
小女孩的脚被卡了约 10 分钟，已经
出现淤紫的情况。情急之下，女孩
母亲拨打 119 报警。
到现场后，消防队员使用液压
扩张器将立柱之间的距离扩大，仅
用了不到 30 秒，就帮助小女孩成功
脱困。经检查，女孩被卡的右腿并
无大碍。在此提醒家长，年幼的孩
子外出玩耍时，家长一定要在旁陪
同，
防止发生意外。

确保主题教育高质量开展
（上接 1 版）开展“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就要强化思想认
识，抓好整改落实，坚持“改”字当
头，把“初心”和“使命”融入到发展
的全过程，
在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
设、理论建设及经济发展中找准“病
因”
、看清“病灶”
、深查“病根”，
切实
拿出破解问题的“实招”
“硬招”。
会议强调，开展“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
就要把老百姓的
满意度和幸福感作为检验工作的重
要标尺，
树立和发扬斗争精神，
做好
“美在何处、强在哪里”的时代答卷，
真正为人民谋幸福，
着力打造“奉贤
美、奉贤强”
的新高峰、新传奇。
会议指出，开展“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
就要用“打铁”的
实效检验“自身硬”。领导干部要保
持清正廉洁务实的政治本色，自觉
同特权思想、特权现象作斗争，
切实
把思想自觉转化为行动自觉。各级
党组织要强化榜样引领，通过树立
先进典型、发挥榜样力量，
着力解决
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
真正做到思
想认识真提高、查找问题更深入、整
改落实重实效、长效机制同步建、领
导干部做表率。各地区、各部门要
提前谋划、提前部署，立足上海特
色、结合奉贤实际，
以“赶考的状态、
奋斗的姿态”推动“牢记使命、不忘
初心”
主题教育活动在奉贤引向深入。
区委常委徐卫、包蓓英、周龙
华、连正华、顾耀明出席。

打响南上海品质教育品牌
（上接 1 版）让学校的老师有一
个出彩的机会，让学生乐学。他指
出，办好教育必须要有明确目标，要
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深化
教育改革，要跨界融合，
“ 跳出教育
看教育”，转变教育观念，创新体制

机制，建立现代化教育体系，合理布
局教育资源，开启“世界之窗”，主动
与大师握手，为师生搭建更大的平
台和舞台，让每个教师、学生实现人
生追求，让奉贤教育从“唯一”转变
为“唯美”，真正打响南上海品质教
育品牌。副区长袁园参加调研。

垃圾分类新时尚 中外教师齐参与

近日，上
海帕丁顿外
国语幼儿园
开展了形式
多样的垃圾
分类普及活
动，让教职工
更清晰了解
生活垃圾的
分类方法。
（ 王 菊
萍/摄 影 报
道）

撤掉垃圾桶 换来新生活
金海社区举行垃圾分类现场推进会
本报讯 （记者 周 婧） 随着
垃圾分类的强制时代来临，金海
社区正式吹响垃圾分类定时定点
投放的冲锋号。5 月 30 日，金海社
区举行“文明金海绿溢天下，全程
分类美丽万家”垃圾分类现场推
进会积极号召“撤掉小区垃圾桶，
换来居民新生活”，并为金海社区
垃圾分类督导队授旗。
在金海社区，既有着“绿色账
户＋第三方管理”垃圾分类做法
颇见成效的小区，也有刚刚加入
垃圾分类大军的新小区。
莫秀仁是金水苑小区的垃圾
分类志愿者，小区从 2011 年开始
成为市 100 个居民试点垃圾分类
小区之一，如今已有了成熟的经
验。她坦言，最初宣传垃圾分类的

时候并不顺利，有时还会听到居
民的抱怨。
她鼓励志愿者们不要放弃，
要想办法通过多种形式的宣传，
并用数据来说明垃圾分类的重要
性。
“ 现在小孩学习接受能力快，
可以帮助大人督促分拣。”莫秀仁
用自己经验向大家支招，开展绿
色账户活动，
提高居民积极性。
绿地无双是刚开展垃圾分类
不久的“新小区”代表，新建成
的“两网融合”回收服务点与垃
圾定时定点投放点干净整洁，吸
引不少居民的注意。里面既有每
天更新回收价格的电子屏，也有
帮助小朋友投放垃圾的“儿童投
放口”。
尽管设施一流，但面对垃圾

分类的攻坚战，工作人员们同样
不敢掉以轻心。物业负责人孙政
表示，将通过 21 天习惯养成法，和
居委一起组织物业、志愿者坚守
每个楼道，在每天早上 7-9 点，每
天晚上 6-8 点的投放时间进行引
导，保证在这个时间点投放垃圾
的居民能够正确投放。
据了解，金海社区居住区垃
圾分类和绿色账户已实现同步覆
盖，建成“两网融合”回收服务点
14 个，并将继续探索建立“两网融
合”
中转站。

推进生活垃圾
分类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