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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年 漕 河 泾

和 谐 新 家 园

街道圆满完成区十六届人大代表换届选区工作
，ł1¸·3·œ–3»»，33¡33， ˚，1«，ł
1¸ˆæ333˛3œ»33—3˜3»…3·3˚´， ˚，33
»Æ3333ˆæ33333˛，¤3、3˜3»·˛333“˚3
…ø。·3 9 3´˘3，33，ł˛fl3˜`33…”˝，ł3¡
33˛fl3–»Æ3˜3‚3…ˇ´， ，3333¡33„733
3Ø3333《3¡33•¤》…3ˇ3„3•¤„333†3，
‡3•3•¢33ˆæ33，3ˇ‚æ33•¤33˚´，33‚3
33ˆæ，ł…333，ł3¥˛»„7331¸3–3˜¯3”ˇ
ˇ´，•¢¶fl„ª·33¡ˆæ»3…«†˛3º，¿“3„3¡
ˆæ3，…，、 3Æˆ0˝˘…3”˝3˝˜3—›33·œ–3
”33¡1¸、3Ø3fl˝¶˘–31»3¶fl。 11 3´ 16
13， ，333 8 ‚33¡，ł„† 41815 ˆ03¡ˆæ
†˛…3`¸˝¶˘–， †˛3¡´˚˛“ 97.10% ，3¡
33†œ3œ`¸ 17 ˆ0，ł˚fi`ø，31¸·3·œ–3。
11 3´ 23 13， ，ł1¸·3‡£˛fl»Æ33
¸˜˚fi·˛»Æ3Ø˝¤„3`¸·œ–33˚‚æ33†Ø˛fl
3–»Æ„333—3»ª，ł33˚fi`ø，31¸ˆæ·œ–3
·3»Æ·œ–33˚‚æ3˜–¤‚3， 1•1ˇ–3，ł33
11 3´ 16 13˝¶˘–3¡33†œ3œ3˜ 293 ˆ0
，ł1¸·3·œ–33˜·œ–33˚‚æ3——。。 33–Œ
333¯–3·˛，ł1¸·3·œ–3»»，33¡33„733
3†´œ，Æ˚ł。
，3333¡33†œ3œ3˜ 17 ˆ0，ł˚fi`ø
，31¸·3·œ–3•3–3˚， （3·—3˚ˇ–˚»›¯¯
—3）：`ı33（¯fi，3ˇ”£3——3»ª3›…ˆ•¢3„
3—ˇ3„«¸33·——¶›˚´）、3ˇˆ3（—3»ª，ł

˚—333ł»7„7‡33—ˇ3„«¸3‚–333›33）、
33，¿ （3ˇ”£˜ˇ33‡7˝3¿˝3¸3—ˇ3„«¸3
333›33）、33—´”£（3ˇ”£˚—»•3‡˛33œ
„7‡33、…˘3”3—ˇ3„«¸333„7‡3˚ƒ）、˛3
¸º•…（¯fi，—3»ª，ł33”3ª3，33333˚´·ƒ
”Œ1333˛fl»Æ331˛）、33—ª„3（—3»ª，ł
˚—33”˝¸fi˛æ„333˚33‡333。˚Ø…，、˚3
‡7）、‡´˛˜（3ˇ”£1«33，¤3333˚˛…fl˝¯
„3•33—ˇ3„«¸333†ˆ）、´33·33（—3»ª
，ł1¸·3•¤3˘˛fl3–»Æ331˛˛fl3–、 1¸·3
‡£˛fl»Æ˜3˛æ¸3•¤„7˛fl331˛）、´3¯3`3
（—3»ª，ł33”3ª3，3333‡„7˛fl˚Ø…，、1¸
·3„7˛fl331˛）、33”33¢（¯fi，—3»ª，ł33
”3ª3，333，3¯£33ˆæ，ł3‡333。˚Ø…，）、
33，¤3“ （3ˇ”£˚—333¸1¸ˆæ3，3”3‡˛fl
˚Ø…，、3·——3”‡7）、˝3`Æ（¯fi，3ˇ”£¿˘
3。……˚ı‡33333˛33，†¿331˛）、 ”3Æ¿
（¯fi，3ˇ”£˚ƒ•¶·33。3313‚，˚3˚33Ø3。
—£—£‡7）、—3„œ˛˜（—3»ª，ł1¸·3‡£˛fl
»Æ‚–331˛）、333˘3‡（¯'„73‡—3»ª，ł
˛fl‚–33˛fl、3—„œ3—3。‚–—£‡7）、„ø3“
（3ˇ”£„3·3»Æ3„3——˜3—ˇ3„«¸33‡˛fl
‚–˚Ø…，、333›33）、`”33（¯fi，3ˇ”£13
»“»•3‡–£，3•3˛æ3—ˇ3„«¸333”3ª333
33¶3，3333333‡7）。
–ˇ—¯1˚

街道提前对 2017 年工作务虚
˛“‚3”ˆ˜–»fi 2017 ˜Œ•¢3„¸…´•
”˝··—´33·º，11 3´ 21 13，，33333¿“
2017 ˜Œ„733˛æ—Ø»Æ，，3333‡33`33…
†˛…3»Æ3Ø。»Æ3ˇ，‚33ıˇ3•3„3`33…3˝
2016 ˜Œ„733‡3…¤、·333˛˚33，ł——`¸
…33“»3„¸， †¢，Æ”ˇ，ł33˚fi·˛3‡·œ»Æ
333“3«3æ，3¯33，»`3`¸ 2017 ˜Œ3˜„7
33¸…´•”˝„733333ª。
，3333‡„7˛fl˚Ø…，´3¯3`333»Æ3ˇ
3Æ‡3，3»˚，3“˝‡3»¸…ˇº，3Æ‚31ˇ˚¶。 ˛。
1˘—3»ª…3¿3，¤‡3ˇ3·œ»fl„œ…˚·3¶…˚—
3»`33——˜‡，，ł3˜”¸—˜˜¿–Œ， 3æ•33«

3æ，3Æ‚3–Œ3…，3«—˜˜–»fiˆ3˜Œ„733。 ¶3
˚，3“„¥…Æ¿¸˜3，¶3‡3˚33—。 …Æ‡3˛˚33
3…ˇ3、—、，33…ˇ3，¶3·º†¢33，—˛‡3”ˇ
`ƒ， ¯，`ƒ˘˘，3†„¶333„3‡33—3˜˜333。
13˚，3“„7333，˛»，—˛‡3``3ª。 ‚333¶fl、
3‚¸3、‡3—ł、3—`ƒ33¿“3„‚3ˇ3„733，˝，
˚–3¢33˚´，3¸…¿…3、…˘，˝˘¶fl˚´3—3ı¿Ø
”ˇ33，…3，¿˚´”33›3Ø33，Æ，˚3‡333，ł
``3ª。 ¸˜˚，3“，Æ”ˇ„3»fi，”ˇ33†…33。 ，Æ
”ˇ，ł“˚fi13˛3”„3»fi，，ł3»†，3¯»fl，333
˜ˇ†¿33，ł3˜„«„†•3˛æ313˚3·¯33ˆ，·3
¸333–3
，ł˜ˇ––3ø”3•¢3„。

大事记
，ł˛fl‚–˚Ø…，„ø•…
3，，333333—
13，3， ，ł˛fl‚–˚Ø…，„ø•…3·，333333—
3‚3…„733。 „ø•…33 “—，¶fl PLUS 33`33—
—˜”333—˚–，¿ˇ¶¤`¸“—，¶fl PLUS 33`33—
—˜”333‡，¤33`3•，ˆ33˜„733，†¢3Æ‡3`¸3“
，3： 3»˚，‚3”ˆ333¸3ˆ—´ˆ，33…fl33‚3¶31¸
˘ł，¶3˚，，ł3»†，˝33„•3˛æˇ3˜¿，3Æ33†˛3º
1¸1”‚†‚，ˆ3，13˚，˝Œ3˘“3»„«33„«„†•3˛æ
1ƒ”。 ¸3”3„ø•…333·3，`¸”Œ13˜3`3 E …3，
33333—33，ł33”ˇ3˛33†333˘，3¤ˇ3˝‡˚–，
„ø•…¿ˇ¶¤`¸˘，3¤3333ˆæ，ł•¢»33˜»3…«33
3ˆ。¶3“¸˜˛33»˚33»˘，3¤”，„ø•…–3˚3”Œ13
»¤3333˛fl333Æ33“3†…3”3˜˝，˚–，‚33“3¢
333Æ33“13…3”，33“33ˆæ333˛”˛“3——˜，33
“1”333…ˇ3”˛“»ø·¡，„˜3ł“¶33“3333†˛3º
33»Æ3˛33”， 3Æ3333ˆæ3˜„Ø˚3‚—”˝—3‚£
‚—，‡3˛““ˆ333…333”“—3‚£—¡，ł”。`ı33•3

，33333¿“„7»Æ
33¶3，333`ø·˛·œ–3·3»Æ

漕河泾街道举办廉政书画展
12 3´ 1 13，33”3ª3，333`33…33
331«33‡33–，…fl33†˛„3`¸3333˛˜»fl
3——˜3„‡33˜“3333˘ł、¸3，3•3”`fi33
˚Ø»›。
˛“，ł3»†，…3，¿`fi33，333，˝˘，ł
`fi，3˛˜»fl，¤3、, 3“333·`fi‡3，33˜`…
”ˆ33»Æ•3˛。， 33”3ª3，333…˝„7˛fl、
3‡，¤·3，ł»Æ33”3ª3•3»Æ`“”ˇ3333
`¸·¸·˛`fi33˚Ø»›3„。 ˚Ø»›3„3ˆ3，`¸
33，ł„ª·33‡3–‚3†¿”˝33ˆæ1”333˜
»3…«ˇ33ƒ, „†˚33，˚Ø»›33˘• 83 …3。
˝¶‚3333—33˚ı，3˚Ø»›ˆ0…3，3—33，ł
3¥˛»、 `，—´3Ø3fl、 ，333»œ„3313333

1¸3–， 3—33—£3—3。3œ， »„3—33ˆæ，ł
3º˝¸—33ˇ˝，33。 3›„33Ø˛fl»Æ”˝3¤…3
˘33¡,62 33•ø33˘•†˛…3`¸3„‡3。 33
—'33˘•, 3—‚、¸3`fi，33˜, 3—–33¢‚fl33
3˜。 »3˚ª»‡333333, »3…73，33–3†3，
3º33˚––3`31¸3fl—3，…73，33，3·31¸
•3，ł。 33·˛˚Ø»›3„，‡3`¸33，333˛˜
»fl3——˜3„‡3 2 33˝3， »„，«333——，
‡，、 ——333——˜、 ´3‡，33˛fl3133，ł3¥
˛»”˝33ˆæ—¡，ł，ł——3†3„，˚„33，ł„ª
·33‡3–1”3333˚33，33˚ı‚—13、˛˜»fl
，3133˜˝，˚–， ，ł3»†，3Æ33“ 33`fi˛“
æ… ˆ3
13，3333˛“‡3”3˜33˚¶。

11 3´ 28 13， 33”3ª3，33333¶3，333
`ø·˛·œ–3·3»Æ33，333¶3´¥»Æ3Ø˚333¿“。
33”3ª3，3333‡„7˛fl‚–˚Ø…，、 ，33333„7»Æ
33ˇfl3¯3fi3Œ‡3ˇfl»Æ3Ø。 ，33333„7»Æ‚–33
ˇfl˝ı…˛˘…33‡3»Æ3Ø。 –3·˛·3»Æ3ƒ3，·œ–3
110 ˆ0，˚33，»Æ·œ–3 100 ˆ0，•0”ˇ·¸·˛3¡
33·3»Æ•¤¶¤1¸˚3。3¡33，3，»Æ3Ø˚3ˇ1˝¤–¤
`¸33”3ª3，33333„7»Æ 《„333—3»ª，ł„7»Æ
33`ø·˛·œ–3·3»Æ·œ–3†œ3œ，Ø¿33˜–¤‚3》
”˝《·3»Æ3¡3333•¤》。¸3”3，·3»Æ33‡31¸33
·˛¶333˚，3˜ 19 ˛»”33¡1¸33`¸…3，Ø，333Ø
˝¤„333…3˘–1¸”˝…3˘–1¸3˜，¤3Øˆ03¥。 3¡
333·33ˆ¿1¸3»˘–，ł——˛3…，ˆ0˝¶˘–•，˚，，
1»”333…3˘–1¸”˝…˘˘–1¸，ł——ˇ3‡¡‡“˘–，
3333·3»Æ¸‡30˝Œ‡33¡33，ł„7·œ»Æ·œ–33˜
„733，16 ˆ03·33ˇ，，ł˜3‚3˘3333˜·œ–3„3
133–3¡。
˝ı…˛˘…

˚—1¸·3‡£˛fl»Æ‚–331˛”Ø”˘
`“ˇ333，ł331¡`¢•¤，¤3Ø

社区群众唱响
“
法治好声音”
11 3´ 17 13，3333”3ª3，333¿“3„3˜“•¤3˛”ˆ3ø33”‚、3，–113»3
¶fl3†´œ–3˜»。–3·˛»3¶fl3333”3ª3，33333˚´·ƒ、33”3ª333，ł˛˜»fl»3¶fl
3——˜、˜33fi，3˜Œ„«33˚´33•¢3„3——˜„†˝，3333。3…33˝¤„333，ł‚、3，–1
133˜—˛˚，，331¸ˆæ1”333——0·«•¤3˛33˜3`¿。33”3ª3，33333˚´·ƒ˝ı33
»“331˛、，33333•¤˛fl…333ˆ3˚Ø…，、¸3•¤33•¤—0¿˘‡7´，¿¥33、，33333
˚´·ƒ33，ł•¢3„33331˛33”£†¤‡3ˇfl»3¶fl。
·¸·˛–1133333”3ª333，ł33ˆæ33…3“`，—´3Ø3fl”3—3˜‚、‡“·31¸，ł
——3¡3˛—3–113， ˝¤„3˛3˛»3¤…3˘3˛fl…3˚fi˛»·333˘3˛fl，ł——·3•3、3ª
˘3，3333，，33‡3·¸·˛·3133˜“，33733”1333»æ3ˆ33。˜Œ，3 9 ¸Œ3˜˝ı31
‡'˘3，、3»˚3《3¿´Œ》‡3，ł–3·˛·313，313ˆ0，¶ł‚313133˜《––3'¸3‚、》
·3¶fl`¸33‡¡¸ø3—„333”˝˘3˛flˆ，，3“3ˆ“，33733”„3„3。
˝¤„3“•¤3˛”ˆ3ø33”‚、3，»3¶fl，˛3ˆ，ˇ£˝03333—33——033•¤3˛33
˜3`¿，33·3ˇ3¶1˝3331”333。•¤3ˆ•¤3˜“—¸•33ª”，1ˆ•¤´3131º˛3ˆ，33
ˆæ3œ»3，ˇ£˝0‚3¶33˜33ˆæ¯333ˆ，‡“ˇ3“•¤3˛”ˆ3ø33”，…Æ¶¤33•¤´33˜
…3¶，33”˝”·˛333。
33»3¶fl3˜33”3，33”3ª3¸3•¤¸ø‡´¸ø‡7—0¶`–3˜»·˚，˛“·¸·˛·3»Æ
3˜–3˜»»›3ˇ`¸3†´œ3˜33”¯。
33˘3˛3˘3•¤3，3·3fi…˚， ˝¤„333，ł33333˜‚、3，–1133˜•¤3˛»3¶fl
†»，3˜333¶fl1¸ˆæ1”333˜»3…«—3，¶ł，3˜31ˆ1¸ˆæ1”33‚33—17333“•¤、
˚3•¤、3ˆ•¤，3333¿333„Æ‡„33，ł˘3•¤»3¶fl。
‡´33…Æ

11 3´ 24 13， ˚—1¸·3‡£˛fl»Æ‚–331˛
”Ø”˘`“ˇ333•ˆ33”3ª3，333，3˝《3ˇ”£˚—˚‡
˘•3†1«3ı33（†33‚）》3˜—3‚˜33…0331¡`¸
33…0”˝，¤3Ø。 ˚—1¸·3‡£˛fl»Æ1¸˚´·œ–3„7
˛fl‚–331˛3¯，3¿3313»——‡3ˇfl`¸3ø3‚»Æ。
»Æ3Ø33，3333‡„7˛fl˚Ø…，、 1¸·3„7˛fl331˛
´3¯3`333‡3。 ，ł1¸·3·œ–3„ø3“、33，¤3“、
˝3`Æ、‡£3¯˜3、，›–ı，，33333˚´·ƒ‚–331˛
´3””，，333˚—‡¡…3„3、‡，„33·•¤313·•¤†¿
ˆ¯‚”331¸”˝33ˆæ，ł„7331¸3–†˛…3»Æ3Ø。
3ø3‚»Æ3ˇ， 3º»Æ1¸3–˛。1˘˚—‡¡…3„3†¿ˆ¯
¯3‡3»œ„„•¤´333˛»、—¡—˝†˝30•3˛æ„333、
˚‡˘•3œ†œ…3„7—¡33•»、˚‡˘•3fl••、˝ł´3˚‡
˘•3›3“311”33„3—˜3˜333ª、 ˜33ª”˝113ª
˛˚33，ł——`¸3，33，¶3《3ı33（†33‚）》3Æ‡3
`¸—3‚˜33…0”˝，¤3Ø。”Ø”˘–3˚3，˚—1¸·3‡£
˛fl»Æ‚3¶133˚3˚‡˘•3†1«¶31¸ˆæ1”333333
，¡¿3”˝3œˆ33†1«3˜3333，《3ı33 （†33‚）》
3†”›‚，`¸·333˝•3，†˝333˜1«„3‡3， ，«»Æ
¶33ø3‚»Æ3˜33…0”˝，¤3Ø，ł——˚Æ33， †¢33
333Ø„3‡33—3Æ‡3， `ƒ3ø˛3˜3¸ø3—”ˇ•¤”ˇ
333˜，¤3Ø，，ł3»†，˝Œ3˘《3ı33（†33‚）》。
–ˇ—¯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