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3.24 佐责任编辑 / 张蕾 执行编辑 / 景山

02
新泾··

社区要闻

新泾镇召开法治建设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新泾青少年的“第二课堂”，入选首批市级示范候选名单
为进一步探索在社区加强和改

进新时代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
作的有效途径，2012 年起，上海市
文明办联合市教委、市校外联办在
全市推动市级街镇学生社区实践指
导站建设。目前，长宁区共建成 9
个市级学生社区实践指导站，其中
新泾镇学生社区实践指导站进入
2020 年首批市级示范性学生指导
站候选名单。
多年来，长宁区各街镇学生社

区实践指导站积极发挥平台作用，
整合利用社区资源，通过分层分类
提供社区实践项目、志愿服务活动
和能力培训课程，引导未成年人在
宣传教育和主题实践中坚定理想信
念、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加强品德修
养、增长知识见识、培养奋斗精神、
增强综合素质，扣好人生第一粒扣
子。

搭平台建架构

夯实工作基础
新泾镇学生社区实践指导站成

立于 2013 年，2020 年进入首批上
海市示范性学生社区实践指导站候
选名单。近年来，新泾镇先后获得
上海市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先进集
体、上海市未成年人暑期工作优秀
项目等多项荣誉。
指导站机构建设采用“1+X”

模式。“1”指一个总站，位于泉口
路 68 号，拥有独立办公面积 43 平
方米。“X”指指导站分站，目前覆
盖镇域范围的分站共有 50 个，其
中专项活动基地 9 个，体育活动基

地 2 个，商业活动基地 4 个，学校
少年宫 2个，居民区 33个。

巧梳理重创新

研发实践项目
指导站结合新时代未成年人思

想道德建设工作要求，开设了四大
类主题项目菜单，并及时梳理总结，
针对高中、初中、小学不同年龄段的
学生，不断推出分学段子项目。
红色主题教育实践项目是以

“初心接力棒”红色主题夏令营、红
色人文行走活动、读书征文演讲比
赛、红色文学朗读会、“小小追梦
人”优秀小报评选、“我爱家乡”特
色交流分享会等为主题的实践项
目，引导学生传承红色基因，培育家
国情怀，激发当好社会主义合格建
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使命担当。
今年，指导站将推出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七个一”系
列活动———开展一次学党史主题教
育活动；开展一次寻访老红军、老党
员活动；开展一次读书征文演讲比
赛；开展一次“快乐书画苑”建党百
年书画展；开展一次红色人文行走
活动；开展一次“美丽街区”青少年
研学活动；开展一次“我为 15分钟
美好社区生活圈”献计献策活动。
立志树人教育实践项目是以

“进警营感悟五特精神”、“育苗驿
站”、“7012”悦读班、“小小书屋”、

“新泾彩虹桥”一对一帮教、“感恩
的心”亲子互动欢聚、微博圆梦等为
主题的实践项目，引导学生树立远大
志向，树立和培育正确的理想信念。
文明修身教育实践项目是以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七不”规范、
使用公勺公筷等文明倡议的微视频
制作活动，开展道德讲堂、“文明亮
眼睛”、“我是社区小主人”、“垃圾
分类我先行”、网吧义务监督员、公
益跳蚤会等为主题的实践项目，引导
未成年人规范行为习惯，培养良好道
德品质和文明行为。
文化素质教育实践项目是以艺

术大家进社区、非遗手工课堂、快乐

休假屋、青少年书画大赛、器乐演奏
大赛、趣味运动会等为主题的实践
项目，激励学生大胆实践、勇于创
造，全面提升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
素质。

深合作广联动

丰富实践内涵
指导站充分发挥区域化党建团

建优势，深挖辖区内优质资源，将服
务延伸到社区、校区、营区等，并与

专业社会组织、志愿团队加深合作，
让学生感受到新泾的温度。
最大限度挖掘镇域内社区资

源，在镇 33 个居民区实践指导分
站，确保寒暑假期间每个分站有丰
富的活动对学生开放，让孩子们不
出社区就可参与各类实践活动，形
成了绿八“乐智轩”、虹康“德学
堂”等一系列品牌项目。
主动对接辖区范围内 6所中小

学校的多元需求，将优秀的实践课
程送进学校，让社区里藏龙卧虎的
“老法师”走进校园。比如“四史”
学习教育讲座、外来务工子女文言
文辅导班、传统艺术进中学午间课
程、急救知识讲座等。
新泾镇辖区内有市公安特警总

队、武警总队特勤一支队、新泾消防
中队等优质资源，指导站建立了军
民、警民教育共建基地，定期组织学
生开展各类活动。
此外，指导站与专业社会组织

合作开展各类公益活动，与东华、华
理、上大志愿者开展春芽成长系列
活动，让指导站如虎添翼，迸发出更
多活力。
今年，新泾镇学生社区指导站

将以庆祝建党百年为契机，结合党
史学习教育活动，形成上下呼应、内
外联动、齐创共建的工作格局，在市
级示范性学生社区实践指导站的基
础上，守正创新、不断进步，用未成
年人易接受的、喜爱的方式有效地
组织、引导、服务和凝聚学生，构建
开放、协作、高效的“枢纽圆”，不断
提升指导站的凝聚力和影响力。

3月 1 日，新泾镇召开学习贯
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暨法治建设委员
会第一次会议。镇党政领导班子成
员、镇法治建设委员会全体成员、镇
各科室（中心、站、所）负责人、全镇
居民区书记及镇属企事业单位负责
人参加会议。
镇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张晓

磊宣读了《关于成立中共上海市长
宁区新泾镇委员会法治建设委员会
的通知》和《中共上海市长宁区新
泾镇委员会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
泾镇法治建设的实施方案》。镇党
委副书记江平部署 2021 年新泾镇
法治建设工作。镇人大主席候学军
传达上海市和长宁区《关于全面加
强和改进基层法治建设的意见》。
会上，镇领导为欣宏、新华、力

勤、雄琴、瑞富等 5 家律师事务所

法律顾问代表颁发新泾镇社区公共
法律服务顾问聘书。
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王炜传达

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
国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他指出，

要充分认识法治建设工作的重要性
和紧迫感，坚持统筹法治建设和经
济发展同促同进，在结合中增强战
斗力。对标对表基层法治建设要求，
细化治理措施，责任落实到岗到人。

突出重点抓好工作推进，充分发动
群众参与，依法防控疫情，突出优化
营商环境和保障城市建设，确保各
项工作依法有序推进。
镇党委书记卞晓清就学习贯彻

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新泾实际提
出四点要求：一要始终坚持党的领
导，坚持党对法治工作的全面领导，
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和市、区两级
党委决策部署，切实把党的领导贯
彻到法治建设工作全过程和各方
面。二要以上率下厉行法治，党员干
部要强化自身法治素养，做到学法、
懂法、崇法、循法、用法，提升依法行
政、依法办事的能力和水平。三要严
格责任落实和监督考核，进一步加
大考评力度，切实发挥考评工作的
“指挥棒”、“风向标”作用。四要加
强法治队伍建设，重点抓好一线执

法队伍，司法所、公职律师和法律顾
问队伍、“法律明白人”队伍建设，
不断提高执法队伍和司法行政队伍
法治素养和执法能力。
近年来，新泾镇法治建设工作

始终坚持党建引领，紧紧围绕镇党
委政府中心工作，司法行政和人民
调解工作跻身上海市先进行列，被
评为“上海市司法行政工作先进集
体”。同时，镇法治建设委员会持续
加大基层普法宣传教育力度，积极
打造以新泾镇法治文化广场代表的
长宁西部地区普法宣传阵地；妥善
调处各类社会矛盾，用法治思维和
法治方式维护社会稳定；严格规范
矫正安帮工作，实现连续四年矫正
对象无重新犯罪；深入开展公共法
律服务和法律援助，积极争创“全
国青少年维权岗”。

颁发新泾镇社区公共法律服务顾问聘书

侨法宣传进社区 爱侨护侨暖人心
自 2004 年起，上海市“侨法宣

传月”于每年 3月在全市范围内举
行。新泾镇持续宣传贯彻侨法精神，
保护归侨侨眷的合法权益，做好侨
法进机关、进社区、进商区，从而进
一步凝聚侨心、汇集侨智、发挥侨
力、维护侨益。镇机关和各居民区利
用电子屏滚动播放侨法宣传口号，
加强侨法宣传力度，为构建和谐社
区营造良好氛围。
今年，新泾镇的 “侨法宣传

月”活动借 3 月 5 日“学雷锋”志
愿服务活动契机，于当日上午在百
联西郊购物中心的中庭广场开展

侨法宣传，让更多的侨界人士参与
到活动中。活动以面对面的侨法
宣传、提供有关涉侨政策咨询，为
有需要的侨界人士现场答疑解难。
活动还发放了 《涉侨服务手册》，
其中对各类涉侨问题进行全面梳
理，并有相应的联系方式，为侨界
人士提供方便。此次 “侨法宣传
月”活动，在“3·5 学雷锋”活动的
大背景下如火如荼的开展，活动不
仅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而且也提

高了侨界人士对侨法的了解，同时
也拉开了新泾镇“侨法宣传月”活
动的序幕。
3月 5日和 11 日，新泾镇开展

“送健康进社区”活动，以居民区
侨之家为活动平台，联合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和牙科医院，为社区统战
对象提供艾灸、代配处方药、季节养
生宣教等方面的健康服务体验。
3 月 11 日上午，新泾镇开展

“侨务讲座进机关”活动，邀请市华

侨事务中心主任陈银儿为新泾镇侨
联分会委员、部分社区侨界人士和
33 个居民区的统战干部作《为侨
服务 从心开始》主题宣讲活动。现
场设有答疑解难，大大增强活动的
互动性。
此外，各类走访慰问活动将贯

穿于整个 3月。镇侨联分会委员共
同上门，对部分老归侨和老侨进行
慰问，将关心落在行动，爱侨护侨从
心开始。

侨法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