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2020 年 10 月 14 日，中国
第十届花卉博览会世纪馆项目顺利完
成结构封顶。

世纪馆作为花博园最重要的建筑
之一，演绎了自然生态与建筑的完美
结合，馆南向屋面以花卉、绿植、采光
庭院等构成“蝶恋花”造型，游客可登
上 15 米高的花坡屋顶观赏花博园美
景。馆西侧主要用于展示特色植物以
及植物生长过程中的“孕育、成长、变
化与重生”。馆东侧主要是花博会主
题视觉艺术演绎的多媒体展厅，打造
独具特色的花卉展示空间。

世纪馆具有覆土型花坡的建筑结
构与花蝴蝶般的建筑形状，整个屋面
为连续混凝土壳结构并且采用了预应
力混凝土技术。整体屋面混凝土浇筑
的全面告捷，为世纪馆在年底顺利竣
工奠定了基础。

本报讯 10 月 13 日上午，区委书
记李政，区委副书记、区委党校校长李
峻，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姚卫华等领
导前往翠竹路 1600 号区委党校新校
舍调研指导。区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宋
佩娟详细汇报了新校舍基本概况、功

能布局和建用衔接情况。区委办、区
委组织部、区生态城投公司相关负责
同志陪同调研。

李政察看了新校舍校园环境、培
训教室、教职工办公区和学员食宿区
等场所，现场了解了新校舍建设工程
情况和实训室、主题展厅等特色教室
的基本功能，对新校舍整体建设工作

给予充分肯定。
李政指出，党校是党领导的培养

党的领导干部的学校，是党委的重要
部门。区委党校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党校（行政学院）
工作条例》，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中心
工作，以新校舍即将投入使用为契机，

以培养造就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
专业化干部队伍为主要目标，重点加
强党员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政治能
力、调查研究能力、科学决策能力、改
革攻坚能力、应急处突能力、群众工
作能力和抓落实能力的培养锻炼，为
创造世界级生态岛建设新奇迹贡献
应有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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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 记者 许聪

李政检查菜场疫情防控工作

□ 记者 丁沈凯 摄影 周天舒

□ 记者 张永昌

李政调研区委党校新校舍建设

方便！667项事务可自助办理
崇明各乡镇配备“一网通办”自助服务终端

本报讯 日前，崇明行政服务
中心和各乡镇社区事务受理中心
都安装上了一台“一网通办”自助
服务终端，全新设备延伸了“一网
通办”服务时间和空间“触角”，实
现了多事项一机办理，让市民办事
变得更加简单轻松。

据了解，“一网通办”自助服务
终端首次融合医保就医记录册制
册机、人社自助查询机等多种终端
能力，设有“热门服务”“自助办事”

“自助打印”“自助查询”等多个版
块，可查询、可办理、可缴费、可预
约、可制册、可签注、可打证、可制
卡，市民只需刷身份证或者随申
码，就可以自助办理业务。目前崇
明“一网通办”自助服务终端服务
事项累计 667 项，其中业务办理类
服务 54 项、业务查询类服务 63 项，
另外可提供证照查询打印服务 550
项。

市民周先生想要一本新的就
医记录册，他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
来到自助服务终端前，选择办理事
项、扫描身份证，几步简单操作后，
周先生就拿到了一本崭新的就医
记录册。“不用排队，操作也很简

单，确实挺方便的。”周先生对这样的
体验很满意。

随着“一网通办”自助服务终端

的启用，一些简单事务和复杂事务得
以分流，尤其在疫情期间，自助服务
终端还有效缓解了受理大厅人流量

过大的问题。后续，随着“一网通
办”工作的深入，自助服务终端还
将增加更多自助功能。

花博会世纪馆
完成结构封顶

□ 张海峰

本报讯 10 月 16 日上午，区委书
记李政，区委副书记、区长缪京会见
来访的云南省临沧市委副书记、市长
张之政一行，双方就进一步深化崇明
与临沧的结对帮扶进行了友好沟通
交流。

张之政向崇明长期以来对临沧脱
贫攻坚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
在崇明的倾情帮扶和大力支持下，临
沧脱贫攻坚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站在
新的起点上，临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
更加渴求专业人才。诚挚邀请更多崇
明的优秀人才和企业到脱贫攻坚的主
战场上去，为临沧教育卫生事业和产
业扶贫工作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希望
两地继续深化友好交流，推进务实合
作，为临沧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劲动
能。

李政对临沧市党政代表团的到来
表示欢迎，向临沧市对崇明援滇干部
的关心帮助表示感谢。他说，前不久
带领崇明党政代表团赴临沧考察，临
沧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临沧干部的
精气神给崇明干部留下了深刻印象，
值得我们学习。脱贫摘帽不是终点，
而是新的起点，崇明将与临沧进一步
强化沟通对接，把崇明的特色产业与
临沧的资源优势有机结合起来，在更
广领域开展更深层次的合作，以更大
的决心、更有针对性的举措，高水平高
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

在崇期间，张之政一行赴“源味临
沧”调研门店运营情况，与崇明农产品
加工企业、教育工作者和医务工作者
代表分别举行座谈。

临沧市领导赵贵祥、沈熙、倪正
刘，崇明区领导黄晓霞参加相关活动。

高质量打赢
脱贫攻坚战
云南省临沧市党政代表团
来崇考察

本报讯 10 月 16 日下午，区委常
委会召开落实市委巡视整改专题民
主生活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巡视工作重要论述和考察上
海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做好巡视“后
半篇文章”，以巡视问题整改实效推
动全区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确保世
界级生态岛建设行稳致远，为谱写人
民城市新篇章做出更大贡献。

区 委 书 记 李 政 主 持 会 议 并 讲
话。区委副书记、区长缪京，区委副
书记李峻，区委常委吴召忠、梅云平、
薛红、陈学哲、龚朝晖、姚卫华、郑益
川、陈志忠参加会议。

会议书面通报本次民主生活会
征求意见情况。区委常委会高度重
视这次专题民主生活会，会前精心组
织专题学习，找准突出问题，广泛征
求意见建议，深入开展谈心谈话，认
真撰写对照检查材料，为开好本次会

议作了充分准备。
李政代表区委常委会班子作对

照检查，并带头作个人对照检查，主
动接受批评。区委常委同志依次作
个人对照检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
评。大家对照市委巡视反馈意见，坚
持自我批评不遮不掩，相互批评直言
不 讳 ，一 致 表 示 ，批 评 意 见 符 合 实
际，将虚心接受，认真抓好整改，自
觉接受监督。

李政指出，推进市委巡视反馈问
题整改，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区
上下的重大政治任务，是对各级党组
织和领导干部“四个意识”强不强、工
作作风实不实、担当作为好不好最直
接的检验。要充分发挥区委常委会示
范带头作用，以彻底整改的坚定意志、
坚决行动和坚实成效，按时按期、保质
保量向市委和全区人民交出一份圆满
的整改答卷。

李政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
位，自觉对标看齐。要把整改成效体

现到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记
“五个必须”、严防“七个有之”上来，
体现到更加自觉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来，体
现到更加自觉贯彻党中央和市委决
策部署上来，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和市
委决策部署化为政治使命、工作责
任、行动指南，事事对表、时时纠偏，
确保决策部署都在崇明落地生根、开
花结果。要坚持靶向作战，加快问题
解决。主动承担整改责任，拿出扎实
整改举措，牢牢把握市委巡视整改时
间节点，倒排推进进度，实施挂图作
战，确保巡视整改无“盲区”、无“死
角”。要注重标本兼治，从源头上建
立健全长效机制，以更大的整改力
度，推动崇明加快发展。要勇于自我
革命，加强自身建设，以更高标准、更
严要求加强常委会班子自身建设，带
头抓好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始终保持
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

奋斗姿态，敢于直面挑战，勇于担当
作为，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和无私无畏
的勇气，全力以赴推动生态环境优势
向生态发展优势加快转化，不断提升
世界级生态岛能级和核心竞争力。
要带头践行人民至上的理念，始终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下更大
决心和力气解决群众关心的教育、医
疗、出行、住房、养老等方面的操心
事、烦心事、揪心事，让生活在崇明的
人民更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要带头履行全面从严管党治党政治
重任，守住党建“主阵地”，种好党建

“责任田”，带头履职尽责、带头改进
作风、带头遵规守纪，进一步营造风
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为加快建设生态
崇明、美丽崇明、幸福崇明提供坚强
的政治保障。

市纪委监委、市委组织部有关同
志到会指导。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
记、主任林杰，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
邹明列席会议。

区委常委会召开落实市委巡视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

以整改实效推动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

□ 记者 许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