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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下旬以来，随着上海市疫情

防控进入常态化管理阶段，区委、区

政府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高效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全

面推动疫情防控常态化、生产生活

正常化。连日来，区融媒体中心摄

影记者奔波在大型商超、生产一线、

田间地头和学校、车站等，用镜头生

动地展现了“回归”时刻，金山人民

奋勇争先、砥砺前行，跑出经济社会

恢复重振“加速度”的精神风貌。

□记者 庄毅 张鹏远 王佩永 摄

智能核酸采样屋方便就近检测

抓紧生产，把时间“抢”回来 广西援沪医疗队离沪前合影留念

张堰中学学生返校复课张堰中学学生返校复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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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行业恢复堂食餐饮行业恢复堂食

乘客在金山卫站排队进站乘客在金山卫站排队进站 把好商品质量关把好商品质量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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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朱悦昕 林鹍鹍鹏
封健炜）6 月 29 日上午，金山区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1 周年座谈会暨

2020—2021 年度“感动金山”十大人

物（团队）揭晓仪式在区会议中心举

行。会议回顾党的光辉历程、缅怀党

的丰功伟绩，激励引导全区各级党组

织和广大党员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

神，深入学习贯彻市第十二次党代会

精神，持续发扬大上海保卫战中的抗

疫精神，不断开创金山各项事业蓬勃

发展的新局面。区委书记刘健出席

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李泽

龙主持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沈

华棣、区政协主席刘豫峰、区委副书

记信亚东出席会议。

会议向 2020—2021年度“感动金

山”十大人物（团队）颁奖，并向“党支

部建设示范点”授牌。刘健代表中共

金山区委，向受到表彰的党支部建设

示范点及获评的“感动金山”人物（团

队）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冲锋在疫情

防控一线的同志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并向全区广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

刘健指出，要始终铭记红色初

心，在学思践悟中筑牢理想信念。全

区各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把对

党绝对忠诚融入灵魂，在思想上、政

治上、行动上坚决同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始终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

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

把对组织的感情融入血脉，始终牢记

共产党员第一身份、为党工作第一职

责，以为党尽忠、为国尽职、为民尽责

的奋斗精神，主动担当、积极作为，用

实际行动回报组织的关心和厚爱。

要把爱党护党责任扛在肩上，时刻做

到在党言党、在党忧党、在党为党，永

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胆魄风骨，

把党的领导真正落实到工作各领域、

各方面。

刘健指出，要始终勇于攻坚克

难，在干事创业中展现担当作为。

当前，金山正处于转型新发展塑造

新形象的发力攻坚期，全区各基层

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充分发挥党的

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以更高的站

位、更新的思路、更实的举措谋划和

推动工作，真正凝聚起比学赶超、奋

勇争先的强大动力。要着眼大局主

动融入，紧紧围绕市党代会提出的

目标任务，将金山发展更好融入全

市乃至全国发展大局之中，为上海

未来发展构筑新的战略支点。要把

握重点集中发力，抢抓机遇、乘势而

上，认真研究、创造性地落实市党代

会报告提出的工作任务，真正把政

策机遇转化为发展机遇，把政策红

利转化为发展红利。要着力促进经

济提振，用足用好国家、全市和我区

关于促进经济恢复重振的一系列政

策举措，继续做好“1+1+1”组团服务

和千人暖企服务，（下转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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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记红色初心，攻坚克难创新局
本报讯 （记者 朱

悦昕 林鹍鹍鹏）6月 28日

下午，金山区干部大会

在区会议中心举行。

会议传达学习市第十

二次党代会和十二届

市委一次全会主要精

神，并结合金山实际，

就贯彻落实会议精神

作出部署。区委书记

刘健主持会议并指出，

要以学习贯彻市第十

二次党代会和十二届

市委一次全会精神为

契机，永远保持对党的

赤胆忠心、对人民的赤

子之心、对事业发展的

进取之心，坚持干字当

头、迎难而上、知重负

重、比学赶超，努力做

出党和人民满意的工

作实绩，以实际行动迎

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

开。区委副书记、区长

李泽龙，区人大常委会

主任沈华棣、区政协主

席刘豫峰，区委副书记

信亚东等出席会议。

刘健指出，要深化

思想认识，准确把握市

第十二次党代会和十

二届市委一次全会的

精神实质。要认真学

习贯彻好会议精神，全

面把握和深刻领会会议的精神实质，

在会议精神的指引下更好地谋划发

展、推动工作。要准确把握“牢记嘱

托、砥砺奋进”是新时代上海发展最

强音的重要意义，主动对标、全面看

齐，始终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

上海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作为全部

工作的鲜明主题和贯穿始终的主线，

确保金山发展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

阔步前进。要准确把握建设具有世

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

都市的使命责任，立足全局、强化担

当，更好融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上

海发展大局，为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贡献

金山力量。要准确把握伟大建党精

神的时代内涵，以“弘扬伟大建党精

神”为匙，开启干事创业内生动力的

“精神之源”，源源不断从中汲取改

革、创新、奋进的力量，为金山转型发

展注入强劲的动力。

刘健指出，要全面贯彻落实，自觉

运用市第十二次党代会和十二届市委

一次全会精神指导工作。要坚持学以

致用、用以促学，把学习贯彻会议精神

与谋划未来发展结合起来，与做好当

前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加快推动转型

新发展塑造新形象，努力为上海未来

发展构筑新的战略支点。要加快产业

转型步伐，更好推动制造业从“基础

性”向“战略性”跃变、服务业从“配套

性”向“特色化”升级，促进乡村发展整

体跃升，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持

续增进民生福祉，健全多层次社会保

障体系，着力发展嵌入式和互助式养

老服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加快实

施健康金山行动，不断丰富人民精神

文化生活，（下转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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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在张堰镇花贤路上，高大的

水杉树挤满了道路两旁，微风轻拂，

树叶摇曳，光影斑驳，徜徉其中的行

人心情格外闲适。

在城市发展过程中，金山区注重

为市民打造更多可漫步、多元化的街

区。近年来，张堰镇推陈出新，打造

了靓丽的街区景观带风景线，并形成

“修旧如故、保留记忆”的文化空间。

比如，坐落在街头巷尾风格迥异的张

堰历史人文风情馆、白蕉艺术馆、张

堰公园、陈氏宅、张堰镇南社纪念馆、

大隐书局等新晋网红打卡地。

“现在经过修葺，沿街可游玩的

景点越来越多，也吸引了不少人来游

玩。”土生土长的张堰人张龚梅感叹

道，茶余饭后，她也会与家人一同沿

街漫步。这些改变也吸引着年轻人

“回流”家乡就业，张堰历史人文风情

馆讲解员陈展燕就是其中一员，“在

向游客介绍本镇风土人情的过程中，

让我更深入地了解古镇，也更加热爱

这片热土。”

沿着老街区漫步，别有深意。坐

落于张堰大街 300 号的大隐书局的

店长杨艳望着门前沿街漫步的行人

说，每逢周末城区和市区的人们就会

到此游逛，感受浓厚的市井气息。

与张堰老街的闲适不同，山阳镇

海汇街却分外热闹。特别是南至龙轩

路，北至龙皓路总长 430 余米的海汇

街街区，涵盖酒店、餐饮等业态。“这里

靠近万达商圈，人气足，而且沿街环境

整洁干净，不少居民漫步就能到此就

餐。”南翔小笼店长梁俊说。

海汇街辐射万盛金邸、香颂湾、

龙泽园、万达住宅小区等多个小区。

为进一步提升可漫步街区的舒适性，

2021年，海汇街“高品质美丽街区”建

设项目实施，项目以交通护栏整治、

行道树附属设施综合治理及周边环

境治理、公共空间休憩座椅优化提升

等专项治理为重点，突出了道路设

施、沿街绿化、建筑立面、招牌广告和

景观灯光等内容。

接下来，山阳镇将通过太阳能蓄

电池供电的方式，打造童趣梦幻岛、

马车使者、许愿风车、树上的星星、银

河入梦来等灯光小品，提档升级项目

预计于11月底完成建设。

街区这一公共空间，是居民活动

的场所，也是社区归属感的重要来

源，并最终成为社区文化和记忆的重

要载体。未来，金山在城市发展中，

将着重把更多的空间、场地留给“漫

步的市民”。

记者 鲁学静 通讯员 高凌 王萍

金山全力打造可漫步街区

在城市发展中，把更多空间留给市民

张堰镇花贤路张堰镇花贤路

6 月 29 日上午，金山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1 周年座谈会在区会议中心举行，并揭晓

2020-2021年度“感动金山”十大人物（团队）。区领导刘健、李泽龙、沈华棣、刘豫峰、信亚东等为

2020-2021年度“感动金山”十大人物（团队）获得者代表丁四云、马寒英、甘家安、张维、陈林根、

苑志强、赵琪、程国珍、“金山记忆”编辑部、区疾控中心新冠疫情防控流调队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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