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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江区委书记为中青年干部专题班学员讲党课
本报讯 10 月 20 日，松江区 江经济社会发展以“三个对冲”
第二期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 实 现 了 逆 势 飞 扬 ，长 三 角 G6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加快 科创走廊的探索实现了“从 0 到
推进“科创、人文、生态”现代化 1”的创新突破，科创驱动“中国
新松江建设中青年干部专题班 制造”迈向“中国创造”踏出了
开班式在区办公中心举行。松 坚实步伐，形成了“秉持新发展
江区委书记程向民出席开班式 理念，改革辟路、创新求实、唯
并给学员讲党课。区委副书记 实唯干、拼搏奋进”的新时代松
肖文高主持开班式，区委常委、 江精神。当前，长三角 G60 科
组织部长、党校校长彭琼林等 创走廊已从秉持新发展理念的
出席。
基层生动实践，上升为长三角
程向民强调，要学深悟透 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的重要平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台。要着眼产业链供应链补链
义思想，勇当实践新发展理念 强链，
全力建设
“中国制造”
迈向
的开路先锋。
“十三五”以来，松 “中国创造”的先进走廊。着眼

创新第一动力，
全力建设科技和
制度创新双轮驱动的先行先试
走廊。着眼打造相对独立的长
三角综合性节点城市，
全力建设
产城融合发展的先行走廊。
程向民指出，要坚持人民
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奋力创造“科创、人文、生态”现
代化新松江建设新时代新奇
迹。城市建设规划引领至关重
要，要坚持科创驱动，坚定文化
自信，不断提升“上海之根”城
市软实力。践行绿色发展理
念 ，牢 牢 守 住 松 江 绿 水 青 山 。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着力满足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杜绝形式主义，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全心全意、实实在在为人
民办事。
程向民强调，要以政治过
硬确保本领过硬、作风过硬，在
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
略中书写人生华章。区委、区
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市
委、市政府的重大工作部署，始
终把思想政治建设放在首位，
唯有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才能做
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
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政治

过硬，关键在于信念。事业靠
人 ，人 靠 精 神 ，精 神 靠 理 想 信
念。政治过硬是应对新时代任
何风险的前提。
此次推进“科创、人文、生
态”现代化新松江建设中青年
干部专题班由松江区委举办，
区委组织部、区委党校承办，历
时 10 天，100 名领导干部参加。
举办本次专题班旨在进一步推
动全区领导干部学深悟透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形成一支党性强、本领强、
有力推进现代化新松江建设的
领导干部队伍。 （黄 菲）

金山党校举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践创新研讨会
本报讯 10 月 28 日，由上海
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金
山区委党校共同主办的“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实践创新研讨会暨金山区委
党校建校 60 周年大会”在金山
区会议中心召开。
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副主
任祝灵君教授视频连线会议并
讲话，认为会议研究成果为长
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提供
了新鲜经验。他对金山党校 60
年的发展充分肯定，指出要继
续坚持党校姓党，端正办学治
校方向；要坚持实事求是，注重
理论联系实际；要坚持质量立
校，筑牢办学治校保障；要坚持
改革创新，
激发办学治校活力。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副院长
刘靖北作总点评。他认为，要
发挥长三角地区党校教学研究
的作用，立足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国家战略，加强对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理论阐释和实践阐释，注重跟
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教育
引导党员领导干部提高运用党
的创新理论指导实践、推动工
作的能力。
上海市委党校副校长谢根
华在讲话中指出，上海党校系
统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党校办学治校系列重要指示
精神，在主业主课质量上下功
夫，在科研决咨质量上下功夫，
在队伍建设质量上下功夫，在
党建引领质量上下功夫。
金山区委副书记、党校校
长信亚东作大会致辞。他肯定
了金山党校建校 60 年特别是党
的十八大以来取得的累累硕
果，介绍了金山区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
讲话精神，在推进建设“上海制

造”品牌的重要承载区、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先行区、长三角
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桥头堡
中的实践成效。
金山党校作主旨发言并交
流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基层实践调研的
成果。合肥市委党校、苏州市
委党校、嘉善县委党校、上海市
委党校、浦东新区区委党校、奉
贤区委党校分别作主题发言。
上海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
研部主任赵刚印教授，华东师
范大学丁晓强教授分别作专家
点 评 。 长 三 角 地 区（金 山 、合
肥、苏州、嘉善、闵行、松江、青
浦、奉贤）八家党校建立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研 究 联 盟 ，并 举 行 启 动 仪 式 。
会议宣布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践创新研
讨会征文获奖名单，并为征文

本报讯 10 月 23 日，由上海
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
青浦
区区级机关工作委员会、
青浦区
委党校联合主办的
“新时代机关
党建高质量内涵式发展”
研讨会
在青浦区委党校举办。
市委党校副校长谢根华在
致辞中指出，举办研讨会是党
校履行理论研究职能的重要
方式。他强调，做好机关党建

度，阐述了机关党建质量建党、
机关党建核心立党两方面内
容。李建明紧密结合青浦区机
关党建“先领”行动，具体介绍
了“先领”行动开展的路径，分
析了“先领”行动取得的阶段性
成效，为进一步推进机关党建
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工作思路。
市级机关工作委员会研究
室主任王红对研讨会作点评，

正确方向前进，把围绕中心、服
务大局体现在思想认识上、体
现在目标方向上、体现在实际
工作上；三是要以改革创新精
神扎实推进机关党建研究工
作，不断提升机关党建高质量
内涵式发展水平，以机关党建
工作的新作为为实现青浦全面
跨越式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更
大的贡献。

“新时代机关党建高质量内涵式发展”
研讨会在青浦党校举行
工作，要深刻领会习总书记的
讲话精神，准确把握新时代机
关党建的新要求，充分发挥党
校专家理论研究优势，
要深入研
究机关党建的重点、
路径、
举措、
实效，
要深入研究提升组织力的
方式方法，
为全面提高机关党的
建设质量提供理论支撑。
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
主任赵刚印和青浦区区级机关
工作委员会书记李建明分别作
主旨发言。赵刚印以“提高机
关党建质量的几个创新维度”
为题，从理论的高度、实践的深

同时她就深入学习习总书记在
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
会上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推
进机关党建工作提出了工作思
路和方法。
青浦区委常委、组织部长
蒋仁辉充分肯定了研讨会的成
果，指出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
要求，要有针对性地做好机关
党建研究工作：一是要坚持做
好“带头”
“ 表率”和“模范”，进
一步加强机关党的政治建设；
二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确
保机关党建研究工作始终沿着

会上，青浦区府办、区委党
校、区财政局、区房管局和青浦
法院、金泽镇的 6 家单位作了交
流发言。青浦区级机关各单位
的机关党组织书记，各街镇机
关党组织书记以及青浦党校全
体教研人员等 90 余人参加了本
次研讨会。
本次研讨会编印了《新时
代机关党建高质量内涵式发展
研讨会论文集》，共 45 篇文章入
选。会上对获奖的 18 家单位和
个人进行了颁奖。
（施静君）

获奖代表颁奖。
大会在情景朗诵《你的名
字 我的足迹》中拉开序幕，金
山党校老领导和学员代表对建
校 60 周年发表感言。金山党校
校歌《银杏学府》正式发布。大
会在金山党校教职员工和第 15
期中青班学员合唱《银杏学府》
中圆满结束。

出席本次会议的有中国浦
东干部学院、上海市委党校、长
三角地区部分党校、本市各区
党校相关领导。金山区有关部
门和各镇、街道、工业区、二工
区分管领导，金山党校老领导
和学员代表、全体教职工及征
文获奖代表、共建单位代表共
150 余人参会。 （陆倩莲）

奉贤党校举办
“一网统管
一网统管”
”
专题研讨班
本报讯 为深入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
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全
面 推 进 奉 贤 区“ 一 网 统 管 ”工
作，10 月 26 日至 28 日，奉贤区
委组织部等四部门联合举办
“一网统管”
专题研讨班。
奉贤区政府党组成员、办
公室主任、区推进“一网统管”
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潘
军在开班式讲话中指出，
“一网
统管”工作是切实抓好城市运
行管理的“牛鼻子”
工程，
要坚持
“应用为要、
管用为王”
的价值取
向，
推动
“一屏观天下、
一网管全
城”
美好愿景的达成。潘军提出
三点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学
有所思，
把推进
“一网统管”
摆在
更加突出的重要位置；
要提升工
作能力，学有所成，把聚焦群众
问题放在更加靠前的首要位置；
要增强落实本领，善作善成，把
“钉钉子精神”
贯彻到行动中去。
本期研讨班对接市委、市
政府关于城市运行“一网统管”

工作部署，按照“城市管理要像
绣花一样精细”的目标要求，精
心设置了相关课程。人工智能
安全、智能世界智慧生活等“一
网统管”工作教学内容，帮助学
员厘清统筹协调网络安全与信
息化的关系，感受人工智能“头
雁”效应，建立人工智能安全、
健康发展的理念和信心；城市
运行“一网统管”实践探索的主
题分享，帮助学员深入了解先
行先试区相关工作开展情况，
树立工作样板；市级层面文件
和政策解读等业务培训内容，
帮助学员进一步明确市民热线
实际操作、考核要点，促进市民
诉求处置效能不断提升，树立
践行“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
热线宗旨意识。
奉贤区政府各部门“一网
统管工作”、网格、热线工作分
管领导，各街镇、海湾旅游区、
头桥集团“一网统管”工作分管
领导及相关工作人员共计 240
人参加培训。 （龚 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