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图为相关职能部门接受代表咨询

□ 记者 石思嫣 摄影 周天舒

36家单位“摆摊”解答代表问题

本报讯 1 月 9 日上午，在区一届
人大七次会议期间，“一府两院”有关
部门现场处理代表意见活动在区会议
中心举行。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区
政府职能部门、“两院”等 36 家单位的
负责人和部门工作人员，现场对人大
代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作出解答。

今年的代表建议现场处理会首次
设立了区花博会筹备组办公室和区农
民集中居住办咨询点位，受到了代表
们的关注。

来自竖新镇油桥村的人大代表施
红柳进入处理会现场，直奔区农民集
中居住办。她说，竖新镇是本区第一
批试点单位，村里有不少村民对集中
居住存有疑惑。面对施红柳的咨询，
相关负责人耐心询问、仔细记录，并不
时给出回应。“与相关部门面对面，把
事情问清楚，等会儿回去就把相关情
况反馈给村民。”施红柳说。据区农民
集中居住办常务副主任徐洪介绍，之
后将继续对相关政策进行宣传，积极
做好答疑解惑工作，把这项工作落实
到位。

来自港沿镇的朱玲代表询问，第
十届中国花博会 2021 年在崇明举办，
本区鼓励村民把自家宅院改成民宿，
具体如何操作。对此，区花博会筹备
组办公室负责人向朱玲答疑，并给出

了具体方案。她表示很满意。
此外，交通、医疗、教育、民政等一

些“老牌”点位依旧火爆。来自庙镇的
人大代表陆赛华，就环岛景观道一期
改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向区交通委反
映，由于环岛景观道区域路段封闭，庙
镇西南片区域的村民如今只能绕道而
行，岱山路成了村民出行的必经之路，
但目前该路段存在道路坑洼、缺少红
绿灯与路灯等配套设施的情况，村民
出行存在安全隐患。他希望相关职能

部门在岱山路段设置相应的配套设
施，使村民出行更安全。区交通委表
示，该道路属于工业园区的管辖范
围，他们会把情况反馈给对方，让问
题得到快速解决。

现场处理会持续了 90 分钟，共接
待人大代表 146 人次，受理代表意见
建议 110 条，涉及城乡建设和管理、社
会事业和民生保障、生态环境建设和
保护等方面，其中现场答复 103 条，其
余将交相关部门后予以处理、答复。

上海市崇明区第一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七次会议于 2020年 1月
9日补选出：

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政府区
长：缪京。

现予公告。

上海市崇明区第一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七次会议主席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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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崇明区第一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于 2020年 1
月 9日补选出：

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奚山青（女）。

（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须经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批准后生效）

现予公告。

上海市崇明区第一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七次会议主席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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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代表意见建议110条，其中现场答复10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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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建言献策
反映社情民意

□ 记者 张永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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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明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举行

本报讯 在区一届人大七次会议
期间，区人大代表围绕崇明世界级生
态岛建设发展大局，认真履行宪法和
法律赋予的职责，积极建言献策，反映
社情民意，为促进崇明经济社会发展
和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发挥重要作
用。截至大会闭幕，共收到代表建议、
批评和意见 131件。

经初步统计梳理，这 131 件代表
建议、批评和意见涉及城乡建设和管
理的有 72 件；涉及社会事业和民生保
障的有 26 件；涉及生态环境建设和保
护的有 7件；涉及生态产业发展的有 9
件；涉及其他事项的有 17件。

这些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将由
大会秘书处根据归口办理的原则，按
照《上海市崇明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建议、批评和意见处理办法》，分别交
有关方面研究处理。

131件代表建议——

围绕中心工作
聚焦热点难点

197件委员提案——

□ 记者 石思嫣

□ 记者 姚红梅

本报讯 区政协一届四次会议开
幕以来，参加区政协的各民主党派、
工商联、有关人民团体，区政协各界
别、专门委员会以及全体委员，聚焦
本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点问题和
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问
题，积极运用提案履职。

截至 1月 7日下午 5时，大会共收
到以提案形式提出的意见、建议 197
件。经分类统计，涉及经济建设方面的
意见、建议51件；涉及城市运行和环境
保护方面的意见、建议69件；涉及社会
事业和社会管理方面的意见、建议 57
件；其他综合方面的意见、建议20件。

197 件意见、建议中，经大会秘书
处提案组初审和提案委员会审查，拟
立案 161 件，建议委员修改后再提交
的 8件。

本报讯 1 月 10 日上午，崇明区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
大会举行。区委书记、区委“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组长
李政在会上强调，守初心、担使命是终
身课题，要用初心和使命激发动力、锻
造毅力、凝聚合力、磨砺定力，把初心
变恒心，视使命为生命，推动主题教育
成效转化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
要讲话精神的实际行动，为世界级生
态岛建设向纵深推进提供不竭动力和
坚强保证。

市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第二巡回指导组组长徐海鹰出席
会议并讲话，副组长李渤出席会议。
区委副书记、区长缪京主持会议，区人
大常委会主任林杰，区政协主席邹明
出席。

李政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
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
刻总结了主题教育的成功经验，对巩
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不断深化党的
自我革命，持续推动全党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作出全面部署。李强书记在全
市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对巩固主题教育成果、形成常态长效

机制、切实抓好全面从严治党等具有
很强的指导性和操作性，我们要认真
学习领会，深入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和市委的决策部
署上来。

李政指出，在全党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是党的十九
大作出的重大决策，是习近平总书记
亲自设计、亲自部署、亲自领导的党的
集中教育。崇明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
部署，在市委巡回指导组的精心指导
下，紧扣主题教育总要求，立足崇明世
界级生态岛建设实际，在各级党组织
有力推动、广大党员干部积极投入、人
民群众热情参与下，整个主题教育开
展有力有序、扎实深入，基本实现了理
论学习有收获、思想政治受洗礼、干事
创业敢担当、为民服务解难题、清正廉
洁作表率的目标任务，取得了积极
成效。

李政指出，崇明的主题教育，结合
自身实际作了积极探索，就是必须坚
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主线；必须压
实责任体系，始终坚持领导带头、以上
率下；必须坚持问题导向，聚焦解决群
众关注的突出问题；必须坚持开门搞
教育，让人民群众参与监督评判；必须
坚持常抓不懈，把建章立制作为根本

保障。
李政强调，集中性的主题教育虽

然告一段落，但守初心、担使命是终身
课题，全面从严治党是永恒课题。我
们要以这次主题教育为新的起点，不
断深化党的自我革命，把初心变恒心，
视使命为生命，为世界级生态岛建设
不断向纵深推进提供不竭动力和坚强
保证。要用初心和使命激发动力，把
主题教育成效转化为深入贯彻落实党
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考
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的实际行动；用
初心和使命锻造毅力，把主题教育成
效固化为常态长效机制；用初心和使
命凝聚合力，和衷共济创造新时代世
界级生态岛建设新奇迹；用初心和使
命磨砺定力，以自我革命的勇气把全
面从严治党不断推向纵深。要明晰任
务去奋斗，对标一流去创造，敢于担当
去作为，打造高能级生态，推动高质量
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拿出正视问题
的勇气和刀刃向内的自觉，发扬斗争
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全面落实党的建
设总要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狠抓
落实、善作善成，加快世界级生态岛建
设步伐，为上海创造新时代新奇迹作
出崇明贡献。

徐海鹰指出，第二批主题教育启
动以来，崇明区委准确把握中央、市委

部署要求，按照主题教育“守初心、担
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求，全面
对表对标，加强组织领导，精心谋划部
署，制定实施方案，积极开展集中学习
研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严格检视查
摆问题，认真抓好整改落实，突出抓好
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主题
教育，做实基层党支部学习教育和检
视整改，强化分级分类指导，全区主题
教育取得明显成效。全区广大党员、
干部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高了知信行合
一能力，思想政治受到洗礼和锤炼，增
强了守初心、担使命的思想自觉和行
动自觉，干事创业、担当作为的精气神
得到提振，推动了改革发展稳定各项
工作。在开展主题教育过程中创造了
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做法和经验，领导
干部带头示范，盯住问题综合施策，迎
难而上，破解难题，主动作为，加快
发展。

徐海鹰强调，主题教育虽然基本
结束了，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在
路上，要在认真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坚
持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党的永
恒课题、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常
抓不懈，要在持续不断系统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上下功夫，在持续不断为民服务

解难题上下功夫，在持续不断教育引
导广大干部勇担职责使命、焕发干事
创业的精气神上下功夫，不断巩固和
拓展主题教育成果，为谱写新时代崇
明发展新篇章提供不竭动力和坚强
保证。

缪京在主持会议时表示，2020 年
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各单位要
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牢牢咬
住世界级生态岛建设各项目标任务，
以主题教育总结为新的起点，把初心
使命变成党员干部锐意进取、开拓创
新的精气神和埋头苦干、狠抓落实的
自觉行动，拿出更多优异成绩，回答好
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回答好每一位
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

市委主题教育第二巡回指导组成
员，区四套班子全体领导，区人民法院
院长、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区委巡察
组组长；区委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全体成
员；各部委办局、各人民团体、区各直属
企事业单位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及分管
负责同志；各乡镇党政、人大主要负责
同志，党委副书记（党建）；区委主题教
育指导组全体成员；区委主题教育领导
小组办公室全体工作人员参加会议。

城桥镇党委、区交通委党委和竖
新镇惠民村党支部在会上作了交流
发言。

本报讯 2020 年崇明区军地迎春
座谈会 1 月 10 日在区会议中心举行。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丁振文，区
委书记李政，区委副书记、区长缪京，
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林杰，区政协主席
邹明，副区长黄晓霞等军地领导出席。

李政代表区四套班子和全区人民
向全体驻崇官兵致以诚挚的谢意和节
日的问候。他指出，做好下一步双拥
工作，要以创建全国双拥模范城为契

机，提高政治站位、扎实开展工作，不
断提升新形势下双拥工作的能力和水
平。要自觉把双拥工作放在更加突出
的位置，以双拥工作的新成效助推世
界级生态岛建设不断开创新局面。要
深入抓好全民国防教育，继续强化全
民危机意识和国防意识，形成具有崇
明特色的海岛双拥文化，实现世界级
生态岛建设和国防建设协同发展。

李政强调，要继续聚焦部队的前
方、前线、前沿，做好双拥支前工作。
要聚焦部队官兵所忧所盼的后路、后

院、后代问题，扎实做好退役军人安置、
随军家属就业、军人子女入学等工作，
尽最大努力解决部队官兵的后顾之
忧。要牢固树立军地双方“一盘棋”思
想，紧贴“双向”需求，紧盯“双赢”目标，
加大工作力度。要进一步培育特色，深
化“关爱功臣”项目，拓展“双拥（优抚）
之家”功能，积极开展行业拥军、社会拥
军，增强军地、军民之间的凝聚力和向
心力，探索走出一条符合崇明实际、具
有海岛特色的军民融合发展新路。

缪京介绍了崇明区经济社会发展

情况。他说，新的一年里，崇明将聚焦
部队的前方、前线、前沿，持续推进项
目化实事拥军，着力化解部队官兵所
忧所盼的后路、后院、后代问题，努力
为部队履行职责使命创造更好条件、
提供更有力的支撑。希望驻崇部队一
如既往地关心、支持崇明的建设发展，
坚持军地合力、军民同心，携手奋斗，
再立新功，共同谱写军民深度融合发
展的新篇章。

座谈会上，区人武部、空军 78 旅
等 7家单位和部队代表交流发言。

崇明举行军地迎春座谈会

走出一条军民融合发展新路
□ 记者 许聪

守初心担使命是终身课题守初心担使命是终身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