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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黄小清

本报讯 1月17日，区委季度工
作会议暨区委经济运行分析工作例会
召开。区委书记于勇强调，今年一季度
既是2022年工作开局，也是新一届区
委、区政府五年工作的开局，全区上下
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市委经济工作会
议以及市委季度工作会议精神，以决战
的姿态抓开局、以冲刺的状态抓起步，
做到赶前抓早、靠前发力，确保实现“开
门红”，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和
市第十二次党代会的胜利召开。

区委副书记、区长王华在会上部
署一季度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工作。区
政协主席丁宝定，区委常委宋宗德、王
翔、高飞、莫亮金、蔡啸峰、傅俊、梅广

清等出席会议。
于勇在讲话中指出，围绕“全力抓

好开局起步”做好一季度工作要把握
好四方面关系：一是要把握好“稳”与

“进”的关系，咬住目标、知难而进。
“稳”是基础、是基调，必须贯穿于经济
社会发展各方面；“进”是目的、是工作
着力点，要充分体现在各项工作的水
平、质量和效果上。要深入领会“稳中
求进、稳字当头”的经济工作要求，从
政治的高度来把握经济工作，在稳增
长中扛起政治担当、体现政治效果。
要持续巩固中心城区第一的领先优
势，拿出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引领高
质量发展的潮流。要在实施“六增计
划”上求进，以抓好“六增”，来实现“六
稳”、落实“六保”，切实做到“以进促

稳、以进固稳”。
二是要把握好“赶前抓早”与“稳

扎稳打”的关系，从头抓紧、实处用
力。增强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紧迫
感，早发力、快发力，抢时间、抢机遇，
为各项工作按下“快进键”。政策落
地、项目落地、重大工程落地要赶前抓
早，突出“以天保月”“以月保季”，聚焦
关键领域，全力攻坚推进，坚决兑现承
诺。对于具有长期性的工作，必须稳
扎稳打、扎实推进，干一件成一件，朝
着目标稳步迈进。

三是要把握好“连续性”与“创新
性”的关系，接续发力、开辟新局。从

“十三五”到“十四五”，静安在大的空
间格局上仍然是坚持“一轴三带”发展
战略，把四大功能区作为重中之重，保

持工作的连续稳定。与此同时，在坚
持既定战略目标的基础上，要敢于走
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做前人没有做过
的事，具备创新的胆识和本领。要把
握潮流、洞察趋势，从静安实际出发，
提高预见性、前瞻性，开创和引领高质
量发展的风气之先。

四是要把握好“中心工作”与“各
方面工作”的关系，统筹兼顾、协同并
进。抓经济高质量发展不只是经济部
门的事，各部门、各街镇、各单位都要
强化经济发展意识，抓牢发展第一要
务。要把统筹兼顾作为基本的工作方
法，坚持中心工作与其他各方面工作
一起部署、一起推动，善于弹好钢琴。
特别是“五大工程”，不能停留在口号
上，必须拿出务实的行动，各相关部门

要对照区委部署要求，提出细化落实
的政策举措和工作方案。

于勇强调，要更加注重统筹好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好发展
和安全。常态化疫情防控要抓牢，不
能有丝毫松懈。当前，要坚决切断传
播链，在前期做好流调、转运、隔离等
工作的基础上，要严而又严、细而又细
落实好“14+7”“2+12”等各项管控措
施，继续加快疫苗接种工作。同时，生
产安全和城区运行安全要常抓不懈。
进一步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和部门
监管责任，努力把风险发现和解决在
萌芽状态。要精心组织、扎实推进大
走访、大排查有关工作，从有利于发现
问题、解决问题、消除风险隐患出发，
在务求实效上下功夫，以全面深入的

大走访、大排查，推动“促发展、保安
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

王华指出，做好一季度工作事关
全局，要切实按照市委、区委的部署要
求，紧盯目标，加快行动，在全区抓发
展、惠民生各项工作当中，体现追求进
步指数、敢于担当突破的精神状态。
疫情防控要毫不松懈，经济发展要有
目标，城市治理要精准精细，民生保障
要扎实细致，从严从紧从细做好春节
期间的安全生产工作，确保各项工作
平稳有序推进。

会上，区发展改革委、区投资办、
区商务委、区市场监管局、南西功能
区、天目西路街道等作交流发言。会
议还进行了2022年度静安区投资促
进工作目标责任签约。

■记者 张琦

本报讯 1月17日，市安委会
巡查静安区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启
动会举行，区委副书记、区长、区安
委会主任王华，区委常委、副区长、
区安委会副主任梅广清出席会议。
市安委会专项巡查第四组组长、市
安委办副主任、市应急管理局副局
长沈伟忠率巡查组一行到会指导。

根据市安委会统一安排，上海
市2021年度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
专项巡查第四组于2022年1月17
日至1月22日对静安区进行安全
生产和消防工作专项巡查。

会议听取了静安区2021年度安
全生产和消防工作情况汇报，并就巡
查工作进行专项部署和动员。会议
指出，要坚决贯彻市委、市政府工作
部署，充分认识做好专项巡查工作
的重要意义；要坚决树立对标思维，
全面完成好专项巡查任务；要坚决
做好巡查问题整改和机制优化，进
一步推动城区高质量安全发展。

■记者 黄竞竞

本报讯 根据市委、市政府决
策部署，2022年开局之际，静安在全
区范围内开展了各级领导干部“促发
展、保安全”大走访、大排查工作。

1月13日，区委书记于勇率相
关委办局负责人等前往市北高新园
区，先后走访察看华院计算技术（上
海）股份有限公司和市北区块链生
态谷运营体验大厅，了解企业发展
情况和实际需求，帮助企业实现更
好、更快、更强发展。

华院计算技术（上海）股份有限
公司是一家研究数据技术和人工智
能的公司，以算法研究和创新应用
为核心，为社会治理和工业、金融、
零售等行业提供智能化产品和服
务，推动行业智能化转型和升级。

区领导一行来到企业，详细了
解企业发展历程和主营业务等情
况，倾听企业下阶段发展诉求。当
得知企业希望在“科技赋能社会治
理”和“数字人技术”等方面与静安
深入合作时，于勇表示，上海正全面
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关键在于解
决实际问题、满足现实需求，开发的
技术及应用要在“管用”“爱用”“受
用”上见实效。于勇鼓励企业充分
利用新技术、新理念，通过智能化、
专业化为社会治理赋能，区委、区政
府将尽可能为企业提供发展机会和
发展平台，政企双方携手推动城市
数字化转型。

区领导一行随后来到市北区块
链生态谷运营体验大厅，实地察看
并听取相关情况汇报。该体验大厅

由上海计算机软件开发中心打造，
提供了区块链技术装置、基础设施
和数据运营平台，还构建了区块链
应用“样板间”，截至目前，已服务了
20余家区块链机构与企业的典型
应用案例与产品的验证、展示与运
营，覆盖金融、教育、医疗、社会公益
等十余个行业。

于勇了解到，“静安体育公益配
送平台”即通过区块链系统，整合社
会体育服务资源，解决配送环节中
的信用问题。他鼓励企业继续创新
发展、追求卓越，未来可以进一步开
展教育、医疗、司法等领域的应用建
设，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行业示范
应用标杆，提升服务能级以及社会
治理方面的服务水平。

“‘十四五’期间，静安将以区块
链、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为
引领，大力发展数据智能产业，这必
将成为静安未来发展的新增长点和
新动能。”在座谈会上，于勇和上科
院区块链技术研究所所长戴炳荣、
华院计算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宣晓华、上海梦创双杨数据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宋汝良、
上海薄荷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王亮等“面对面”，“企业有什
么需要政府提供帮助和服务的地
方，尽管提，我们一定会竭尽所能，
协调帮助解决。”

有的企业希望，政府搭建平台，
打通上下游产业链，破解企业间沟
通“壁垒”；有的企业提出，企业不断
发展壮大，希望能在财税、人才服务
等方面得到政府部门进一步扶持；有
的企业表示，选择落户静安，就是看

中生物医药产业在静安的发展势头
迅猛，希望能和政府深度合作……

于勇仔细倾听企业诉求，不时
拿笔记录，根据企业提出的不同问
题和需求，现场向区发展改革委、区
投资办、区科委主要负责同志“派
单”，“相关部门要积极做好对接和
服务工作，尽快制定相关工作方案，
当好企业发展的‘店小二’。”

于勇指出，当前静安发展已经

踏上新征程，未来将加快经济数字
化转型，推动传统产业与数字新技
术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应用、创造
新业态，打响“数智市北”品牌，构筑
数字经济竞争新优势。区委、区政府
将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不断提升，着
力破解束缚企业发展的瓶颈难题，全
力支持企业创新发展，静安将通过先
行先试，力争为全市数字化转型提供

“静安智慧”和“静安模式”。

1月18日，于勇率相关委办局
负责人等前往戴德梁行公司、锦天
城律师事务所和仲量联行公司，与
企业负责人交流座谈，了解企业发
展情况，为企业解决实际困难。

区领导一行来到戴德梁行公司，
该公司业务涵盖房地产信息咨询、
房地产经纪、物业管理等。区领导
和企业负责人
深入交流，

以决战姿态抓开局 以冲刺状态抓起步
区委季度工作会议暨区委经济运行分析工作例会召开

区委领导开展“促发展、保安全”大走访、大排查——

用心用情做好服务 支持企业创新发展

市安委会巡查
静安区安全生产和
消防工作启动会举行

■记者 邢蓓琳

本报讯 每天骑车至少40公里，
为社区居民送医送健康；中午经常来
不及好好吃饭，匆匆啃两个馒头就继
续骑行在问诊路上；半夜时分，在病人
的床前轻言细语给予安慰；毫无顾忌
地为临终老人做人工呼吸，只为延续
生命；不嫌脏、不嫌臭，为满身粪便的
卧床患者擦身换衣作护理……他，就
是静安区彭浦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
科团队长、上海市首批家庭病床医生，
严正。

从医26年，严正的身影遍及彭浦
镇的每一个小区，累计上门服务4.9
万余人次，建立家庭病床1337张。在
他的悉心照顾下，许多病人不仅缓解
了身上的病痛，更重拾了对生活的希

望。面对大家的褒奖，严正总是笑着
说：“诚心诚意地为病人服务，为社区
居民的健康服务，这是我和大家的健
康约定，我必须要做到。”

近日，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
委发布了2021年“诚信之星”，严正获
颁“诚信之星”个人。

51把钥匙 饱含病人的信任

26年前，刚从上海中医药大学毕
业的严正，坚定地选择了“家庭医生”
作为自己毕生热爱的事业。自此，无
论日晒雨淋，严正每天都背着医疗箱，
骑着车，坚持上门为社区居民看诊。
他走街串巷，只要病人需要他，就从不
缺席。

退休回沪知青陈阿姨因突发脑梗

死、肢体偏瘫、丧失生活自理能力而万
念俱灰。在邻居的推荐下，陈阿姨的
女儿找到了严正。严正不仅专门为陈
阿姨制定了康复训练方案，还答应她
每周至少3次上门做针灸治疗和推
拿，跟她一起努力战胜病痛。为了不
间断治疗，无论刮风还是雨雪天，严正
都准时来到陈阿姨家中。几个疗程
后，陈阿姨居然能自行翻身起床了。

一个天寒地冻的下午，陈阿姨看
着天空中的飞雪和路面上的结冰心急
如焚，“小严医生一定会来，路上千万
别滑倒啊！”门铃响了……当她看到浑
身湿透、眼镜还碎掉的严正朝她微笑，
陈阿姨哽咽了，“孩子，你傻呀！这种
天气还来？”严正却轻松地笑着说：“我
没事！这两天天冷，您血液循环不好，
一定要做好保暖措施呀！”看着嘴唇冻

得发紫、却心心念念牵挂着自己的小
严，老人郑重地拉着严正的手：“这是
我家的钥匙，你啥时来都可以，我早就
把你当做家人了。”

1把钥匙、10把钥匙、51把钥匙，
“钥匙医生”的美名就这样不胫而走。
当人们选择用越来越牢固的防盗门窗
保护自家财产时，却有越来越多的患
者和家属把家里的钥匙毫不犹豫地交
给了最信任的严医生。从医多年来，
严正先后收到过58把钥匙，其中51
把钥匙的复刻品被永久收藏于国家博
物馆。这些钥匙承载着群众对严正的
信任，更是对他从医多年的无价褒奖。

“人都是将心比心，信任不可能凭空而
来。”严正说，信任是人跟人交往慢慢
积累起来的，重诺守信，以诚相待，别
人也会同样真心待你。

以诚相待 是病人也是家人

尽我所能，为居民健康服务，是严
正坚持追求的目标。26年来，他遵守
跟患者之间的承诺，用细心、贴心、恒
心坚守自己的初心，把病患视作血脉
相连的家人，总是在居民最需要的时
候出现在他们身边。

李老伯患有轻度老年痴呆症，时
而清醒，时而糊涂，可他每天挂在嘴
边的就是“严医生来了吗？”严正会哄
他吃药、逗他说笑、陪他聊天，连李老
伯的子女也笑着说：“老人对严医生
比对我们子女还要亲呢！”一天中午，
出诊回到医院的严正刚想吃饭，就接
到了李老伯女儿
的电话，

重诺守信 坚守和居民的健康约定
彭浦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团队长严正获评“诚信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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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黄竞竞 彭旭卉

本报讯 新春佳节临近，区委
书记于勇，区委副书记、区长王华等
区领导于近日分别走访慰问了老干
部、统战对象、道德模范、文化名人
和部分街道社会救助事务管理所，
送上党和政府的亲切问候和关怀。

在和原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姜耀
中交谈中，于勇介绍了静安区2021
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以及区第二次
党代会精神，感谢老同志为静安建
设作出的贡献和奠定的扎实基础。
他要求相关部门全力做好老同志服
务保障工作，从政治上多关心、思想
上多沟通、生活上多照顾，并祝老同
志新春吉祥、万事如意。

于勇一行随后来到上海君伦律
师事务所，走访慰问律师事务所执行
合伙人、民革党员陈芳。陈芳多年
来积极投身海峡两岸交流工作，并
为社会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
于勇在交谈中希望陈芳和上海君伦
律师事务所深度融入静安发展大
局，区委、区政府将进一步优化营商
环境，提升服务水平，助力企业发展。

区领导走访慰问
社会各界人士和
一线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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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与时间赛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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