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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徐欢 李嫣楠）4月13
日，我镇召开干部大会，宣布区委
关于朱泾镇干部人事调整的决
定。区委决定：高楠同志任中共朱
泾镇委员会副书记，提名为朱泾镇
镇长人选；免去其区农业农村委副
主任、党组成员职务。区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白锦波出席会议并讲
话，区委巡察办副主任何峰宣布区
委决定，镇党委书记夏红梅主持会
议并作表态发言，镇党委副书记、
镇长人选高楠作表态发言。

白锦波在讲话中就进一步加
强朱泾镇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
设提出希望，旗帜鲜明讲政治。要
把讲政治作为履职之基，时刻保持
政治上的清醒、坚定，不断提高政
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
力；要突出从严治党的责任压实，
形成主体清晰、有机协同、层层传
导、问责有力的责任落实体系。带
好队伍增动能。要强化实干导向，
坚持以事择人、人岗相适，大力选
拔经受扎实历练、“七种能力”强和
工作实绩突出的干部，做到用好一
个人、激励一大片；要引导实在为
人，把理想信念教育、知识结构改

善、能力素质提升贯穿干部成长全
过程，坚持严管厚爱，充分调动干
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
性，确保各项工作有序有力有效推
进。干事创业有担当。要强化担
当意识，围绕“十四五”发展思路和
目标任务，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
切实履行好党委政府的责任，不断
增强工作落实的穿透性；要发扬斗
争精神，敢于正视短板、直面问题，
集中力量攻坚克难，努力以点上问
题的突破带动全镇发展水平的整
体提升，努力形成比学赶超的良好
氛围，推动朱泾镇各项事业取得新
的更大进步。

夏红梅表示，镇党委、人大、政
府坚决拥护、绝对服从区委的决
定，衷心感谢区委多年来对朱泾镇
的关心和支持。她要求：全镇上下
要团结一致，创造良好履职环境，
全力支持高楠同志工作，切实把思
想统一到区委决定上来，把精力集
中到干事业谋发展上来，凝心聚
力，乘势而上，用心、用情为朱泾各
项事业深远发展，干好自己的事、
贡献自己的力，保持我镇建设发展
的良好势头，不辜负区委的信任和

重托。希望高楠同志迅速进入角
色，把朱泾的发展大任扛在肩头；
忠诚履职，全力创造新业绩；严格
要求，努力塑造新形象，与镇党政
班子同志和广大干部群众一起，在
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凝心
聚力、拼搏竞进，为朱泾各项事业
发展作贡献、立新功。

高楠表示，将勤学善思、与时
俱进，进一步提高政治理论水平，
注重调查研究，不断完善指导工作
的思路和举措，尽快融入朱泾、服
务朱泾、奉献朱泾；瞄准定位、谋定

快动，以一张蓝图绘到底、一环接
着一环干的定力和韧性，注重抓重
点、攻难点、求突破、促跨越，努力
在推动“灵雨花海，活力水城”建设
中有新的作为；情系百姓、勤政为
民，密切联系群众，倾听群众呼声，
顺应群众意愿，尽力解决好群众关
心关注的热点、难点、堵点问题；严
以律己、清白做人，在工作上、生活
上、作风上切实做到为民、务实、清
廉、忠诚、干净、担当；团结至上、同
心合力，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
努力建设正气、人和的活力团队。

宣布区委决定高楠任朱泾镇党委副书记，提名为朱泾镇镇长人选

本报讯 （徐欢 李
嫣楠）4 月 13 日上午，我

镇召开党管武装工作大

会暨民兵整组部署会。

区人武部副部长戚良

宏，镇党委书记夏红梅，

镇党委委员、武装部部

长马志明出席。

戚良宏对我镇征兵

工作、民兵整组工作取

得的成绩予以充分肯

定。他要求，要进一步

强化战备意识，做好政

治教育、军事训练等工

作，随时应对突发状况；

要进一步提高战训能

力，抓好民兵整组、兵役

执法等工作；要进一步

发挥民兵队伍建设作

用，在疫情防控、防汛防

台、维稳工作等方面，为

全镇保驾护航，为实现

朱泾“灵雨花海，活力水

城”特色小镇建设作出

更大的贡献。

夏红梅要求，要提

高认识，进一步增强做

好武装工作的紧迫感、

责任感；要服务大局，进

一步为实现朱泾高质量

发展作出新的贡献；要

加强领导，进一步推动

全镇武装工作迈上新的台阶。她

强调，全镇上下要团结一致，奋力

拼搏，务求实效，开拓创新，全面推

进人民武装工作和国防后备力量

建设向纵深发展，以优异成绩迎接

建党100周年。

马志明传达《2021年党管武装

工作大会》会议精神，并总结部署

党管武装工作；唐金辉主持并通报

2020 年度人民武装工作先进单位

和个人。

会议表彰先进单位和个人；待

泾村、新泾村书记述职；慧农村、临

东居民区民兵连长述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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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岁的冯立惠阿婆家住南圩花苑小区，今年春节前，

盼望许久的多层住宅加装电梯工作正式完工，整栋楼居民

在春节前使用上了新电梯，困扰冯阿婆多年的“上楼难”问

题终于得到解决。今年，南圩花苑小区还有3栋多层住宅

要开展加装电梯工作，其中2栋住宅预计4月下旬动工。

当前，我镇部分住宅小区有加装电梯意向的住户采取

了高层多分摊，低层少分或不分摊的形式协商一致。汇佳

新苑采取了由高层住户分摊费用、低层住户不参与不使用

的方式洽谈协商。金玉良苑小区的居民们则表示加装电

梯解决了“上、下”难题，让居家养老也成为可能。

据悉，为了保证工程质量，项目施工过程将严格按照

相关标准执行，并接受区建管委质量安全执法部门的监督

检查。

付婷 朱奕/文 徐欢/图

本报讯 近日，在 2020 年度全

国学雷锋志愿服务“四个 100”先进

典型宣传推选活动中，朱泾镇获评

全国最美志愿服务社区。

近年来，乘着上海市金山区入

选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全国

试点区的东风，朱泾镇作为金山北

部生活服务中心（朱泾是金山撤县

建区前县城所在地，雅称“落照

湾”，建成“花开海上”等特色志愿

服务基地，近年荣获全国、上海市

等志愿服务相关荣誉近 20 项），大

力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不断深化

志愿服务基础、内涵、特色（形、神、

魂）建设，积极创新社区治理，老城

展现新韵，小镇温暖美好。

塑形——抬头可见，体系成网
临源街 621 号，是朱泾最“拉

风”的文明实践“新地标”。结合镇

新时代文明实践分中心建设，镇社

区志愿服务中心成为更接地气的

志愿服务“样板间”；按照运转规范

化、管理制度化、品牌特色化等标

准，29个居（村）学雷锋志愿服务站

和 15 个志愿服务点同步升级，全

镇形成“1+29+15”志愿服务三级阵

地网络。如全国文明村大茫村文

明实践志愿服务“1+2”站点综合

体，包括 1个村级站+1个埭头点及

1 个远程医疗点，不仅宣传展示了

乡风文明、“暖心娘家”等品牌志愿

服务项目，还协调上海市第八人民

医院的专家志愿者远程坐诊，每月

四次村民足不出村就能接受 62 公

里以外的“云端”志愿诊疗，切实打

通了宣传、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

里”。

同样，在10支镇级常设志愿服

务队伍示范下，全镇形成“10+29+
174”志愿服务三级队伍网络。无

处不在的志愿服务体系如影随形，

深深感染、带动了整个社区的志愿

心。目前朱泾注册志愿者达 2.77
万，逾常住人口的21.3%、户籍人口

的 41.3%。近两年约 8 万人次参与

理论宣讲、邻里守望、文体活动、法

律服务、便民助老、环境整治、疫情

防控等各类志愿服务项目 856 个，

受益市民达10万人次。

凝神——触手可及，平台出新
朱泾开通了本土互动融媒体

——美丽朱泾〇频道，除文明实

践、志愿服务、疫情防控等图文音

视频展示外，还能精准捕捉群众需

求，市民通过电视屏幕就能预约

“敬老送餐”等志愿服务。社区志

愿者携手全国文明单位永太服装

公司（旗下广缘大酒店）“海草”志

愿服务队，6 年多零利润配送助老

餐 15 万多份，向防疫志愿者免费

配送爱心餐 2.5 万份，荣获上海市

群众最喜爱的社区志愿服务项目、

“公益之申”十佳公益故事。

为提供专业化、差异化的志愿

服务，建立社区志愿服务联盟，吸

引 27 家企业、机关、学校、医院和

社会组织等加入文明实践志愿服

务朋友圈，其中，上海市优秀慈善

志愿者程国珍率领的心启航惠民

服务社团队，志愿服务老年群体 20
多万人次，获评全国“敬老文明

号”。

（下转2版）

再添“国字号”荣誉！朱泾镇获评全国最美志愿服务社区

“一键直达”梦想实现！朱泾这些小区加装电梯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