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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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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 8 家社区安全运行示范单位出炉
11 月 24 日，街道召开 2016 年社区安
全运行示范单位创建工作总结会议，并举
行第一批 8 家社区安全运行示范单位的
授牌仪式。 区安监局局长吴元华、街道办
事处主任王志华、党工委副书记贾正明出
席，第三方服务公司及创建单位代表参加
会议。
为提升社区安全运行的精细化管理水
平， 今年街道以购买安全运行第三方专业
服务的形式， 委托上海盾鸿安全技术有限
公司， 在 9 家单位和居民区开展安全运行
示范单位创建工作。 最终有 8 家单位达标，
成为街道第一批安全运行示范单位。
王志华对获得安全运行示范荣誉的单
位予以祝贺，并提出三点要求：一是各单位
要高度重视，牢固树立安全责任意识，通过
专业力量的支撑， 积极开展安全隐患治理
工作； 二是创建成功的单位要继续保持安
全管理良好态势，以点带面，在同行业中发
挥好标杆作用； 三是以整个社区安全运行
为目标，要深化细化第三方专业服务措施，
常态化推进社区安全运行单位创建工作，
形成各类型、各行业的标准化手册，对重点
区域、重点类型、重点单位进行全覆盖排摸
检查，提升安全意识和管理能力。
吴元华指出：一是各单位要牢固树立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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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责任主体意识，切实消除安全隐患，不断
提升安全管理专业水平。 二是安全监管工作
要更扎实有效，继续拓展第三方专业服务内
容， 为各单位量身定制个性化的安全服务。

三是要加强对第三方安全服务工作的评估，
不断提高人员储备、专业素养、服务品质，更
好地满足企业实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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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举办退伍士兵欢迎座谈暨就业择业咨询会
11 月 23 日， 街道召开 2016 年秋季退
伍士兵欢迎座谈会暨就业择业咨询会。 街
道办事处副主任徐颖、 街道武装部部长王
纯慧出席会议，区双退办、街道服务办、武
装部、劳动保障所、华东理工大学网络学院
负责人、 五名退伍士兵及其家属和所属居
委的民政干部近 20 人参加会议。
会上， 服务办首先对 5 名退伍士兵表
示热烈欢迎， 为退伍士兵赠送纪念品和为

荣获优秀士兵和嘉奖荣誉的两名士兵发放
奖金。 5 名士兵畅谈军旅生活。
王纯慧肯定了退伍兵在部队刻苦磨炼
的精神， 并提醒他们从训练场到市场的过
程中， 要增强就业能力和适应性，“退伍不
褪色”。 双退办主任徐琳肯定街道在迎送兵
工作上重视负责的态度和作风， 并鼓励退
伍士兵要积极参加学历教育， 提高就业能
力和文化水平。

座谈会结束后， 劳动保障所工作人员
介绍当前社会就业形势和徐汇区创业相关
政策， 区民政局双退办介绍区退伍士兵退
役安置、就业、教育培训优待政策，来自华
东理工大学网络教育学院的张剑云副院长
介绍了学院及招生政策情况。 退伍兵和家
长就自己关心的相关问题和在座的老师们
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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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单位运动会趣味盎然
11 月 12 日， 街道组织区域党建促进会单位和商
会成员单位举行秋季趣味运动会在汾阳中学顺利开
幕。街道党工委书记罗鹏翀宣布运动会开幕，街道办事
处主任王志华代表街道党工委、办事处进行了动员。
本届运动会设有热身团体操、毛毛虫接力赛、鼓动
人心、摸石头过河、共赴前程等团队项目。 徐汇万科中
心、光大会展、漕河泾实业公司、锦龙物业、中星城际、
主角大厦和中徐汇公司联合代表队、乐波空间、美通科
创、南站客运、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第八医院、杰雍资
产、区市政养护公司、两新支部代表队和街道机关代表
队等 15 支队伍参加。
最后由罗鹏 鹏—、 中徐汇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艺、 街道副调研员刘艳芬分别为获得团体第一名单
位中星城际，获得团体第二名单位杰雍资产、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获得团体第三名的漕河泾实业公司、八院、
—— †¤
光大会展颁发奖状。

2016 年社区文体团队项目交流喜获丰收
11 月 22 日, 街道 2016 年
文体团队项目交流活动在社区
文化活动中心影剧场成功举
办。 42 支文体团队成员代表与
社区志愿者等 200 余人齐聚一
堂共同欣赏这场视听盛宴。
本次活动内容丰富、 形式
多样。男子合唱、排舞、秧歌、民
乐合奏、越剧、益寿健身操、男
子舞蹈等 13 个不同特色的节
目轮番上演，优美的音乐、绚烂
的灯光、柔美的唱腔、曼妙的舞
姿赢得了台下观众的阵阵掌
声。活动尾声，街道发展办为今
年的优秀文化团队和优秀体育
团队颁发荣誉证书， 鼓励各个

团队进一步立足基层发展创
新，为社区居民送上更多、更好
的优秀作品， 为漕河泾社区文
化事业添姿增彩。
总结 2016 年,漕河泾街道
文体团队共获得市级以上比赛
特等奖奖项 1 项、 一等奖 10
项,二等奖 8 项,区级比赛奖项
41 项，充分展现了社区群众文
化百舸争流的良好风貌。今后，
街道将进一步挖掘社区文体团
队的发展潜力， 活跃社区文体
活动， 引导社区群文团队向健
康、规范和有序的方向发展，逐
步将漕河泾街道的文体工作提
升一档次、深入一层次。 ——”£†¤

街道组织民兵干部集中业务培训
11 月 7 日至 11 日，街道武
装部组织编组民兵单位民兵干
部及民兵工作分管领导开展为
期 5 天的集中业务培训活动。
集训活动， 安排了民兵工
作法规政策学习， 走进军营的
国防教育与体检训练， 到上海
警备区教导大队开展识图用图
参谋业务学习， 进行武器装备
知识与操作技能训练与实弹射
击考核评比等活动。 街道武装
部利用民兵干部培训之机，传
达了基层武装工作规范化建设
检查考评通知精神， 围绕迎接
上海警备区和区武装部的年度
考评作动员部署， 对重点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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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构设置、 基本资料和队伍
建设等考评内容组织学习，明
确了各民兵单位需要做的相关
内容与要求。
民兵干部集训今年上、下
半年各组织了一次，既加强了
民兵干部的军政素质锻炼，提
高其相关业务工作能力，还有
利于加强与民兵单位的沟通
联系，强化民兵干部和民兵工
作分管领导的国防意识、职能
意识，并受到民兵干部的普遍
欢迎。 大家在年底各种迎考迎
检和总结收尾的繁忙工作之
余，主动协调安排，全程参加
˛—˛—¶«
并取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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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30 日，街道召开建筑工地安全生产专题会议。街
道办事处副主任罗汉等，各在建项目负责人、项目安全员、
项目监理出席会议。 会上通报了全国近期发生的重特大安
全事故，传达了国家、上海市、徐汇区三级安全生产紧急会
议精神，要求各施工单位做好安全台账、做好安全交底工
作，重视文明施工。 并就具体施工规范做出明确要求，要求
各施工队重视用火用电用气安全，杜绝消防隐患。
罗汉在会上强调了安全生产的重要性。 思想上要
高度重，落实安全责任，做好施工现场安全防护措施，
做好隐患排查工作，合理安排工期保证质量，做到文明
—¶ –ø
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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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健康大会于 11 月 21 日至 24 日在上海召开，
期间，街道在相关区域张贴控烟海报和摆放控烟台卡，在
人口流动密集的上海铁路南站周边开展道路控烟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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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志愿者上街巡查，对吸烟者进行劝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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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6 日由街道妇联和九点社工站共同举办的
2016 漕河泾街道青年联谊活动热烈展开。在小雨寒风中，
35 位青年男女参与了本次活动。
活动围绕我想有个“家”主题展开。 采用“多动手操
作、多语言沟通、多形式促进”的方式，以及多种多样的特
色环节：天使与国王、组建新家庭、建造梦想家、协作烧佳
肴、制造家用车。 参与者在系列活动中，从陌生到认识、熟
悉，从而搭建相互交流平台。 为单身青年朋友增长交际圈
†—‡¿——
的同时，也能邂逅一段美丽的缘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