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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要闻

新泾镇召开 2021年第一次工作会议
4月 15 日上午，新泾镇召开

2021 年第一次工作会议，号召全镇
上下要对标对表市委、区委的部署
要求，将“比学赶超”融入到统抓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工作
中，以“加速档”开局起步、用“快
进键”奋勇争先。
镇党委书记卞晓清指出，今年

开局工作对全镇干部而言，是落实
政治责任的考验、工作基础的检验、
精神状态的展示。面对重大关口、关
键节点、重要工作、突发任务，整体
保持了敢担当、能作为的干事劲头、
体现出了强“比”、快“学”、紧
“赶”的工作作风，蕴蓄了“超”的
发展底气。
卞晓清同志强调，要突出“八

个到位”全力以赴抓好下阶段工
作。一是突出认识到位，在贯彻上级
各项决策部署的过程中，要准确把
握要求、充分领会要义，做到思想坚
定、执行坚决，结合自身实际创造性
地予以落实。二是突出态度到位，对
时间紧、任务重、压力大、要求高的

工作任务，要端正心态、适应常态、
保持状态，化压力为动力，以动力促
成长，从而造就一支素质过硬的干
部队伍。三是突出责任到位，通过交
任务、压担子，把工作压力层层传导
下去，倡导干好“分内事”、耕好
“责任田”的工作作风。四是突出举
措到位，要以“一分部署、九分落

实”的鲜明导向，不断增强工作的
主动性和落实的穿透性。同时，要在
实践中不断总结、提炼行之有效的
经验和方法，推动各项工作不断提
升，也为今后的相关工作提供有效
参考、有力遵循。五是突出效率到
位，对正在推进的各项工作要开足
马力、不留余力，能够提前的尽量提

前，做到工作不等、问题不拖、进度
不慢。六是突出示范到位，要切实发
挥示范表率作用，带头实干、带头拼
搏、带头赶超，奔着目标去，迎着困
难上，形成一级带着一级干的良好
氛围，以担当带动担当，以作为促进
作为。七是突出考评到位，树立以
“结果论英雄”的导向，坚持用数据
来对比，用指标来衡量，以辛苦指数
换得贡献指数。八是突出关心到位，
想方设法激发干部队伍内生动力，
在正向激励方面加大力度，确保各
级干部充满干事热情和劲头。
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王炜指出，

一季度工作体现出全面铺开抓开
局、全力以赴强重点、至始至终提节
奏的特点，倾力推进了居民区“两
委”换届、新冠疫苗接种“两项政治
任务”，一并打响了招商引资、加装
电梯、垃圾分类“三大战役”。同时，
就做好下阶段工作指出，要认清工
作薄弱环节，强化带头落实、项目推
进。以“一方牵头、八方支援”的工
作姿态，一体推进项目化运作，全面

压实责任、全力压茬推进，形成可推
广、可复制的新泾工作模式。强化上
下联动、基础夯实。通过“走出去、
请进来”，积极寻求支持、争取资
源，运用好新泾水系丰富等特有的
资源优势，为新泾百姓谋福利。强化
攻坚克难、队伍提升。要主动服务，
发扬新时期“四百精神”，进一步增
加工作勤奋度和标识度，全力把工
作做成“作品”、把队伍带成“铁
军”，通过新泾出品，展现长宁品
质，努力形成上海影响。
会上，副镇长孙明芳聚焦居委

会换届选民登记阶段工作进行详细
部署，强调要以细之又细、慎之又慎
的态度，确保思想认识到位、业务学
习到位、举措落实到位、基础工作到
位；镇党政办公室主任朱晶磊就镇
党委 2021 年一季度重点工作推进
和督察情况进行通报；镇规划建设
和生态环境办公室副主任顾乐禕围
绕国家卫生镇复评审迎检准备、宣
传发动、实地考核三个阶段的工作
任务进行具体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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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泾打造暖心服务
让疫苗接种“有温度”

选出新班子
换出新气象

建党 100 周年来临之际、“十
四五”开局之年，迎来居民区党组
织换届，意义重大。新泾镇以全过程
高政治站位、高质量推进，历时 3个
月，圆满完成了 33个居民区党组织
的换届选举工作。选中干、干中选，
新一届党组织班子以开门一件事换
出新作为，用实际行动践行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带领党员、群众
用“三牛”精神悟思想、开新局。
新泾镇超前研判压实责任，把

做好居民区“两委”换届，作为中心
工作的重中之重。完善“镇领导—
工作专班—联络员—居民区”落实
责任的“锁扣机制”。全镇 12位领
导班子成员深入联系点指导换届工
作，66名机关党员联络员、社区民
警及卫生中心医生等各支队伍落实
包联方案和要求，全力保障“两推
一选”各项程序执行到位。
选举大会之前，镇换届领导小

组在刘三居民区举行现场观摩会，
组织 33 名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机
关党员联络员等现场观摩选举演
练。各居民区认真开展模拟演练，并
于大会前完成党员大会场地布置、
会议材料准备、疫情防控等前期工
作。在会场布置方面，每个会场均悬
挂党旗，休会期间播放红色经典歌
曲及镇史长卷宣传片，参会党员均
佩戴党徽，使党员大会的每个环节
严肃、庄重，进一步提升了党员的党
性修养。
为确保选举当天各项工作顺利

进行，镇换届领导小组严格落实相
关要求，坚持疫情防控与换届选举

同部署、同宣传、同管控。在换届选
举大会召开当日，各居民区党组织
严格落实“验码、测温、消毒、登记、
戴口罩、控制社交距离”的防疫“六
步骤”。
在居民区党组织换届过程中，

几位退休的老书记组成换届“导师
团”全程参与，悉心“传帮带”指导
新同志。同时，针对部分居民区会场
有限，无法满足疫情防控有关要求
的困难，新泾镇充分发挥区域化党
建优势，联动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干部学校、上海市卫生保健中心、
上海高洁环境卫生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现代职业技术学校、延安中学、
复旦中学、西郊学校、新泾中学、适
存小学、东展小学等多家驻区单位
党组织，大力支持提供会场资源，妥
善落实了会场的需求。
最终，新泾镇 33 个居民区选

举产生了一批政治素质高、理论水
平强、群众信得过的优秀带头人。
继居民区党组织换届选举顺利完
成之后，新泾镇采取四个先行、多
措并举方式，无缝衔接、环环相扣、
全力推进居委会换届选举工作，倾
力保障换届选举严格严谨、依法依
规、有力有序。

3月中旬起，新泾镇响应全民
接种新冠疫苗口号，广泛开展科学
普及，动员居民有序接种新冠疫
苗，共筑免疫长城。连日来，医护人
员、志愿者、党员坚守岗位，特别是
一系列暖心、贴心服务的推出，让
新泾市民感受到融融暖意。

“点对点” 专车接送、
专人陪同
3月 27 日一早，四辆大巴车整

齐地停在新泾镇镇政府门口。上午
9点，贴有醒目标识的新泾镇疫苗
接种专车准时到达绿八居民区，52
名已经预约好接种疫苗的居民有
序上车，随后来到同仁医院 4 号楼
排队进行登记、接种和留观。
新泾镇新冠疫苗接种接送专

车提供 10 人以上集中接种的免费
接送，只需要联系居民区工作人员
即可享受专车接送。
63 岁的黄美凤是淞虹公寓的

居民，一上车就感叹到，“我们国家
老好哦，可以免费接种疫苗，我们
这个岁数的老人很需要保障的，其
他事情还要考虑一下，打新冠疫苗
想也不要想，一定要打！新泾镇也
做得老好咯，还专门派车接送。”
在接种现场，不仅每辆车上有

随车工作人员，每个居民区都有工
作人员在现场提供咨询、接待工

作。还有居民区专门制作了接种小
贴士，发给居民，上面清楚地写着
接种后的注意事项。
有一些 60 岁以上的老人没有

智能手机，无法自己完成预约登
记。现场工作人员随即帮助使用电
脑现场登记。据介绍，居民只需要
随身携带身份证，即使没有手机，
也可以在现场工作人员的帮助下
完成登记，顺利接种。
为了能让小微企业职工享受

到更加便捷、舒适、安心的疫苗接
种服务，新泾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
中心就业创业指导站于 3 月 29
日、30日，分别前往苏河汇、行健
SPACE、 创 合 工 社 以 及 ICV
WORK 创业孵化基地，对各企业
职工进行新冠疫苗接种意愿排摸，
指导企业职工线上预约登记，做到
“成团即发车”。

流动接种车开到家门

口、楼门口
“老早就想去接种了！平时朝

九晚五没时间，今天在附近吃饭，
遇上疫苗流动接种车，我们就来
了，政府服务给力，真贴心哦！”4
月 16 日，长宁区首辆流动疫苗接
种车开进了新泾镇缤谷大厦，方便
了企业楼宇白领及周边居民疫苗
接种。当天，天山星城、怡景苑、双

流、南洋新都、新渔东路、北虹等居
民区的新泾居民，轻松地步行至缤
谷大厦接种疫苗。
为了此次“出车”顺利进行，

新泾镇上下一心，挑灯夜战，连夜
完成了现场布置。此前新泾镇营商
办等走访了西郊百联、海益大厦、
缤谷大厦等商业体和楼宇企业，通
过发放宣传折页、张贴宣传海报、
介绍疫苗小知识等方式开展形式
多样的疫苗接种宣传工作。
据了解，此辆流动接种车虽不

大，却“五脏俱全”，车内设有接种
区和冷链区，有效保证了疫苗的安
全性。车内共有 4 个接种工位，每
个工位都有一台便携式小冰箱，用
于保存疫苗。
接种地点位于天山星城对面

的缤谷大厦，现场划分出临时排队
等候区、信息登记区、接种区、留观
区。现场的志愿者为前来接种疫苗
的市民发放宣传折页，社区医生对
居民的接种疑问开展现场答疑。接
种大巴内，有专业的医务人员开展
接种工作，每位医务人员都有一个
专属的工作台，在进行身份确认、
扫码和疫苗信息确认后，便为居民
接种疫苗，每位居民的接种时间约
在 3-4分钟左右。

新泾镇的疫苗接种服务工作，
让居民全过程感受细致、周到、热
情的服务。群众事无小事，社区工
作见微知著。接下来，新泾镇将继
续不遗余力开展好疫苗接种这项
事关民生、安全的重大任务，构筑
起社区免疫屏障。

疫苗接种接送专车

流动接种车

换届选举现场

我为群众办实事 “两委换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