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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3月
2日上午，长征镇
召开 2018年度工
作会议暨大安全工
作会议。镇三套班
子领导，机关副科
级以上干部，镇属
企业、村转制公司、
居委会等党政主要
负责人，长征派出
所、长征市场监管
所主要负责人参加
会议。

镇党委副书
记、镇长叶超从强
化创新驱动，切实
增强发展新动能；
着力补齐短板，切
实打造环境新品
质；办好民生实
事，切实满足群众
新期盼；牢守安全
底线，切实营造社
会新局面；加强自
身建设，切实展示
政府新形象等五
个方面，对 2018 年全镇经济
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及主要工
作任务作部署。并与镇属企
业、村转制公司、居委会代表
分别签订了经济社会发展目
标责任书、安全生产目标责
任书。

镇党委委员、武装部长
陆荣根，镇党委委员、副镇
长朱天峰，副镇长葛峰分别
部署政法、信访、平安建设、
安全生产工作，金融风险防
控工作及食品安全、地下空
间整治等工作。

镇党委书记陈琦华对
2018 年全镇工作提出六点
要求：一是牢固树立目标导
向，狠抓工作落实。二是牢固
树立问题导向，切实补齐发
展短板，把解决问题的办法
转化为长效机制。三是牢固
树立改革意识，依托优质楼
宇、园区资源推进重点产业
发展。四是牢固树立群众观
点，全力打造 15 分钟生活服
务圈，促进政府公共服务、社
会公益服务、志愿参与服务
等与市场商业服务整体融
合。五是牢固树立品质意识，
不断建设优美环境。六是牢
固树立责任意识，落实全面
从严治党。 徐丽

3 月 25 日，长征镇新城片网
格化综合管理服务（中心）启用，

新城片居民有了家门口的“公共客

厅”。片区（中心）整合政府、社会

组织及周边企业、社区的服务资

源，围绕居民关注的医疗、用餐、

托养等需求，以“邻聚·里”的公共

空间提供零距离“一站式”服务，

这是长征镇贯彻区委区府要求，积

极探索城市精细化管理新模式的

最新举措。启用当天，许多居民慕

名而来。在中心社区食堂用老年卡

购买优惠套餐的张阿姨开心地说，

以后有什么问题，出门走几步就可

以轻松解决了！

区领导曹立强、周敏浩、孙萍、

周艳、张伟等到场参加开放式体验

活动。现场设有便民咨询服务区、服

务项目展示和体验区、群众自治活

动区三大板块，长者照护、社区食

堂、卫生站点、330小学生晚托等成
为前来参与活动居民咨询的热点。

新城片区（中心）是按照“普陀

区网格化综合管理服务片区（中

心）建设”要求，规划建设并启用

的全区首家片区中心，服务区域涵

盖长征镇新城片区东旺、祥和家

园、祥和名邸、真源、象源丽都、花

苑、运旺、万豪、金沙雅苑等 9 个

居民区及周边企业楼宇。该片区

（中心）位于真光路 798 弄 21号，
共 2层，建筑面积达 1820平方米，
是兼具党群服务、医疗服务、助餐

助浴、长者照护、老人日托、社区

托小、便民维修、法律维权、文体

休闲、健身康复等 10余项功能融
合的综合服务空间。同时，城管、

市容、社会保障等多个和群众生活
密切相关的职能部门也都有专业

力量下沉到中心，使居民们不仅能

在家门口的“公共客厅”里分享美

丽家园建设成果，还能共同参与镇

域治理。

对接需求窑精准施策
长征镇在项目启动之初，始终

秉持着“些小功能纳并蓄，一枝一叶

总关情”的理念，通过大调研走访座

谈及区域内各级党组织广泛收集民

意等形式，了解居民最现实、最迫切

的服务需求，以便精准设置中心各

项功能，将中心打造成为有座位、有

餐位、有休息位的“邻聚·里”社区

“公共客厅”；在中心结构规划上，注

重空间和功能的有效融合，取消办

公区，除长者照护、医疗卫生、网格

管理 3个区域外，其他功能区域均

通过服务菜单和预约使用方式实现

功能多样化和服务对象全覆盖；在

运营过程中，定期收集群众意见，调

整服务项目。

精细管理窑智联长征
为兼顾功能与效率，中心注重自

治共治，促进群体融合，建立了社区

轮值制度，每天由片区内一个居民区
组织志愿者来中心参与运营秩序维

护；通过兴趣团队和群众沙龙，搭建

社会组织和群众沟通的平台，帮助社

会组织更好地融入社区，参与社区治

理。中心基于“智慧长征”系统和网络
新媒体，形成了信息公开（公众微信

号、智能电子屏、功能区域介绍二维

码）、安全防控（中心客流量监控、儿

童接送认证）和公益服务（智能市民

卡、场馆在线预约）三大智联体系，居

民只要有一部智能手机和一张市民

卡，就可以随时查询中心相关资讯，

享受各类“零距离”便民服务。

新城片区（中心）的启用为周边居

民打造了“15分钟生活服务圈”，怒江
片、金沙片的片区中心也已在规划建设

中，年底将有望与长征居民见面。届时，

长征镇将形成“党建引领、片区联动、辐

射成圈、覆盖全镇”的社区综合管理服

务新格局。 吴晓瑾 徐丽

野出门走几步袁办事样样有冶
长征镇新城片网格化综合管理服务片区渊中心冤正式启用

打造野邻聚窑里冶公共客厅 提供野一站式冶医疗尧用餐尧托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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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了袁曹安花卉市场浴
本报讯 2018 年 3 月 2 日，

运营 26 年的曹安花卉市场正式
关停。

曹安花卉市场位于子州路
355号，占地 2.8 万平方米，经多
年发展，已成为全国花卉行业龙
头企业。因历史原因，根据现有法
规，该市场属违建，由区整治办牵
头，长征镇与区相关部门、真如镇
街道共同推进相关的关停工作。
镇属新长征集团及上海曹安花卉
交易市场经营管理公司有针对性
地开展有关工作，确保关闭工作
顺利平稳。

未来，该地块将改建成具有
休闲、运动功能的绿化带。

传播社工理念 普及社工知识 展示社工成果
长征镇举办 2018年国际社工日主题活动

本报讯 为迎接第十二个国际
社工日，3月 19日，长征镇举行“我们
的奋斗，共同的幸福”———长征镇
2018年国际社工日主题活动暨长征
镇青年社工学院第二期开班、百事能
E谏通平台升级、微走访平台启用仪
式。在纪念节日的同时，积极传播社
工理念、普及社工知识、展示社工成
果、扩大社工影响。区委组织部副部
长、区党代表联络办主任、区社工委

书记顾欣钰，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
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文军教授，区
社区办副主任董曙忠，区民政局副局
长张慧琴，上海电信普陀分局局长万
轶，镇三套班子领导及有关职能部门
负责人，全体社区工作者共 200余人
出席活动。

镇党委书记陈琦华在致辞中向
全镇社区工作者表达节日问候和崇
高敬意。青年社工学院第二期课程

的开启及社区百事能 E谏通平台升
级、微走访平台启用，是提升社区工
作者队伍专业化水平，提升政府回
应社区需求能级的新举措。全镇社
区工作者要为同心共筑长征美丽新
家园作出新贡献。

区、镇党政领导为“优秀社工”、
“十佳最美楼组”、区“同心家园”建
设十佳项目“同心廊“、区“同心家
园”四星级、五星级居委等获奖个人

和单位颁奖；并共同启动百事能 E
谏通平台升级和微走访平台。

新城片区六大顾问在会上与镇
政府签订服务协议，青年社工学院
第一期学员喜获结业证书、部分学
员获优秀作品奖。

华师大社会发展学院院长文军
教授在发言中祝贺镇青年社工学院
取得圆满成功，并介绍了社会组织
的发展态势。 程小苑

本报讯 长征镇居民区

党组织领导班子换届选举工

作动员大会于 3月 9日在镇
政府六楼会议室举行。镇三

套班子领导、镇书记工作室

成员、各居民区党组织负责

人及组织委员、镇机关联络

组成员出席会议。会议由镇

党委委员、党群办副主任邬

晓亭主持。

镇党委委员、副镇长徐

军宣读长征镇 2018 年居民
区党组织领导班子换届选
举工作领导小组名单。镇党

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马遵伟

就 2018 年居民区党组织领
导班子换届选举工作进行

部署。

镇党委书记陈琦华同志

在动员讲话中对本次居民区

党组织换届选举工作提出三

点要求：一、把握形势，高度
重视换届工作。要充分认识

换届选举的重要意义，加强

学习培训，加强组织领导，充实工作

力量。二、统筹推进，营造良好换届

环境，做到领导全面、组织周密、宣

传先行、执行到位。三、抓住关键环
节，确保换届选举成功。

动员大会结束后，镇党群办就此

次换届选举工作的具体操作措施，对

镇书记工作室成员、居民区党组织负

责人和组织委员，以及机关联络组副

组长、组员进行第一次集中培训。

俞文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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