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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本色更出色 开辟精彩新天地
淮海党员干部群众收看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直播
12 月 18 日， 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

特色工作

在人民大会堂召开。 淮海中路街道组织广大

>>>>>>>>>>>

党员干部群众集中收看了此次直播。

新代表“
出师”
向选民交上
第一份“
答卷”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深刻总结了
改革开放 40 年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伟大成
就和宝贵经验， 高度赞扬了中国人民为改革

开放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 郑重宣示了改革

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改革开放永远

在路上的信心和决心。
大家表示， 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来取得的

成绩举世瞩目，激励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
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周围， 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伟大旗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不
移将改革进行到底。

淮海中路街道党工委书记金韶靖， 党工
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刘恕等党工委理论学
习中心组成员集中收看了大会。 大家边看边
记边讨论，对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感到骄傲
和自豪，更对祖国将来的发展充满了信心和

期盼。

图为淮海党员干部群众通过各种形式收看大会直播

金韶靖表示， 淮海中路街道是党的诞生
地所在街道。 淮海过去的四十年是老旧街区
华丽转身的四十年， 是楼宇经济飞速发展的
四十年，更是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步搏动的红色初心。 不忘本色， 才能更加出
色。 改革开放再出发，在传承中不断创新，街
道党工委将不断提升组织力， 凝聚起淮海人
推动高质量发展、 创造高品质生活的磅礴力

快速增强的四十年。 取得这些非凡成就的秘
诀， 就是淮海人胸膛中那颗与新时代节拍同

量， 用智慧和汗水为新时代的淮海开辟一片
更加精彩纷呈的“新天地”。

为密切人大代表与选民的联系， 加强
人大代表自觉接受选民监督的意识， 增强
人大代表履职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淮海中
路街道人大工委分别于今年 9、11 月份组
织区二届人大代表张明炜、王健、陈欣、梁
琼、李立强、王烨菁、赵越莉、张红旦、乐勇
达先后回到所在选区开展履职述职， 向选
民交上两年来书写的“履职答卷”。
今年是淮海代表团代表向选民报告履
职情况的第二个年头， 在代表履职报告中
呈现三个特点：

把握企业和白领需求

促进企业与社区结对

2018 淮海＋伯乐汇年会举行
近日，2018 淮海＋伯乐汇年会在 K11 艺

上 海 分 公 司 、 保 乐 力 加（中 国）贸 易 有 限 公

把为企业和白领的服务作为工作的重点，精

术购物中心 52 楼会议室召开。 淮海中路街
道党工委副书记、 街道办事处主任刘恕，党

司、北京外企德科人力资源服务上海有限公
司荣获 2018 年活力四射奖； 富 士 施 乐 （中

准把握企业和白领的需求。 通过伯乐会这个
平台，促进企业与社区结对工作，对接服务

工委副书记陈黎红， 办事处副主任张乃心，
新世界中国地产上海公司总经理王月青出
席会议，“淮海＋伯乐汇”近四十名成员参加
年会。
经过推荐评选，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
务所、中国四达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

国 ）有 限 公 司 、 光 辉（上 海 ）人 力 咨 询 有 限
公 司 、 蕾 碧 裳 品 牌 管 理（上 海 ）有 限 公 司
（维 秘）、安利（中 国）日 用 品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分公司荣获积极参与奖。 现场进行了颁奖
仪式。
刘恕在讲话中强调，淮海 + 伯乐汇应该

供给路径，平衡供给和需求，同时列出服务

一是领导重视， 选区党组织负 责 人 亲

清单，做好宣传工作。
会上， 来自 40 家企业的 HR 高层管理
者们进行了热烈讨论， 交流 2018 年收获的
成功经验， 分享了各家企业现有的资源，并
交流了总结成果，共同展望未来。

自主持。 街道高度重视人大代表履职工作，

社区风尚 >>>>>>>>>>>>>>>>>>>>>>>>>>>>>>>>>>>>>>>>>>>>>>>>>

“
专家在行动”分享健康消费理念

街道人大工委副主任程坚逢代表述职必出
席，拉近与代表沟通和交流距离。 每个选区
党组织负责人安排好工作， 亲自为人大代
表主持履职报告会。“人大代表是选区选民
的代言人，是选区和群众向政府提出意见、
建议和批评的重要渠道”， 上海永业企业
（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廖铁鹰在会上
说。
二是新老代表共同学习，互相交流，齐
步前行。 为帮助新代表尽快进入履职角色、

宪法宣传进课堂

为贯彻落实全国第十次归侨侨眷代表
大会精神， 挖掘侨智侨力参与社会建设，服
务社会、服务大众，提升公众在消费过程中

长戴为东就“百姓消费过程中的健康问题”
主题进行了分享，他从心理学、医学的角度
对消费与健康的关系进行了分析，鼓励大家

的依法维权能力和健康消费水平， 近日，由
黄浦区侨联、淮海中路街道主办，黄浦区侨
联专委会、 淮海中路街道侨联承办的 2018
年“专家在行动”系列活动之“消费你我他”

养成健康的消费习惯。
黄浦区侨联专业委员会副主席、侨联法
顾委成员、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主
任岳雪飞律师从法律的角度， 以案释法，就

主题分享会，在淮海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消费过程中人身损害赔偿问题” 进行了分

举行。 活动吸引了 30 余位侨界人士、社区居
民参加。
此次主题分享会由黄浦区侨联专委会
主席、侨联法顾委成员、上海市金源方程律

享，解答公众疑惑。 活动内容贴近百姓生活，
现场氛围十分活跃。
主题分享会后，区侨联表示将鼓励专委
会发挥其专家汇萃优势，继续为社会各界人

淮海代表团已成为人大代表的自觉行为，
五年一次履职工作得几分？ 人大代表说：选

增进代表交流、加强不同行业之间的了解，
淮海代表团形成了新老代表“传、帮、带”特
色，新代表们亲切地称呼老代表为“师傅”。
俞晓萌、 沈丹娜等老代表在履职前悉心指
导，履职中认真聆听，履职后互动交流。“好
的榜样让人受益无穷， 与我结对的师
傅——
—沈丹娜代表让我学到了很多。 ”新代
表赵越莉代表如是说。
三是自觉接受选民监督， 履职 水 平 不
断提高 。 人大代表向选民报告履职情况在

为推动法制建设深入开展，弘扬宪法精
神，日前，淮海中路街道西成居委邀请金源

师事务所主任金缨主持。
黄浦区侨联专业委员会副主席、中科清

士提供法律、金融、医学等领域的专业服务，
将“专家在行动”系列活动打造成服务侨界、

民是我们的“考官”。 代表们的履职能力在
这两年中不断提升，例如，陈欣代表在帮

研（北京）科学技术研究院海南分院执行院

服务社会的品牌活动。

困扶贫工作中主动牵头，向云南省普洱市

方程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德杰为复兴中路第
二小学的同学们， 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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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宪法宣传活动。
每年的 12 月 4 日是“国家宪法日”，12
月 3 日至 9 日是上海第 30 届宪法宣传周，
也是 2018 年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

淮海楼宇体育促进会换届选举成功

通过《宪法修正案》之后的第一个宪法宣传

黄浦区淮海楼宇体育促进会第四届会
员代表大会近日召开。 大会选出了新一届委

目标和基本思路，全面部署了在新的机遇下
促进会全面发展和重点突破的工作要求，推

周。 宪法宣传课帮助学生们增强法制观念，
真正实现普法从娃娃抓起。 同时，活动还邀
请剪纸艺术家孙继海老师现场教授孩子们
学习“剪纸”，在短短的半个小时内，孩子们
将所学知识与剪纸艺术融合在一起，集体创

员会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副秘书长、监事
长、监事。
大会由第三届委员会代表林卫慈作工
作报告。 报告回顾总结了第三届委员会在上
任工作以来促进会的建设和发展所取得的

动促进会的进一步发展。
大会充分肯定了淮海楼宇体育促进会
第三届委员会的工作，并对先进个人予以表
彰。 会员代表听取并通过《章程》修改；随后，
全体会员代表审议并一致通过了财务报告。

作出一幅“画”。

主要成就和基本经验，客观分析了当前促进
会所处的基本形势，明确了下一阶段发展的

经过无记名投票选举，大会选举产生新
一届理事会成员。

西盟县勐卡镇小学捐赠了 500 个书包；张
明炜代表自告奋勇，接待淮海代表团了解
调研“智慧公安”工作；梁琼代表主持了以
“推进老式小区助老服务和养老模式”为
主题的“微信约谈”，在线上与代表们共同
探讨。
代表向选民报告履职情况按照履职代
表基本情况介绍、代表报告履职情况、代表
回答选民询问、民主评议等环节进行。
选民们现场对代表们进行了评价，在
回收的 280 余份评议表上， 选民们充分肯
定了人大代表工作， 并表达了对代表的信
任与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