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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推进“创全”各项任务落实到位
区委副书记于勇，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世军一行赴七宝镇开展“创全”督查
2018 年是闵行区新一轮“创
全”的起始年，也是七宝镇规划落
“
创全”三年行动实施方案的第
实
一年。为全面了解七宝镇
“
创全”总
体情况，11 月 20 日， 区委副书记
于勇，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世军
一行来到七宝镇开展
“
创全”督查
工作，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文明办
主任杨维萍以及区城管执法局、
区绿容局、区房管局、区交通委、区

市场监管局、 区网格化中心相关
负责人参与督查。 七宝镇党委书
记严俊、副书记姚媚、党委委员
龚国强等陪同督查。
于勇一行先后督查了宝铭
路、莲浦府邸、东方花园三期、闵
行体育公园、七宝老街、七宝万
科广场、 七宝商城农贸市场、佳
宝路等“创全”点位，重点督查了
点位的“创全”氛围、环境卫生、

基础设施、文明行为等内容。 针
对各点位发现的问题，第一时间
提出了具体的整改意见。
本次“创全”督查，于勇对小
区居民积极参与打造特色楼道，
以楼道文化建设提升社区文化
品位等亮点予以充 分 肯 定 ， 同
时，对七宝镇下一步“创全”工
作提出了要求。 他强调，年底综
合测评迫在眉睫， 各点位一定

要提高认识，配合“创全”大局。
同时，对照“创全”标准，找准问
题、对症整改，要重点打磨居住
小区，全力推进“创全”各项任
务落实到位， 提升居民群众的
满意度。
刘世军指出， 在创全过程
中， 要特别注重宣传氛围营造，
精准对标，抓好落实，要因地制
宜设计制作宣传硬件设施，把创

全宣传内容，以更美观更醒目的
形式展示出来，进一步提升社会
公众的知晓率。
严俊表示， 现在是新一轮
“创全”的紧要关头，拼的是责任
干劲，比的是精细用心。 七宝将
以破釜沉舟的决心，以志在必得
的气势，咬紧牙关、坚持到底，全
力做好创全的各项工作。
（镇文明办）

区领导密集调研七宝民营企业
为进一步推动民营经济发展，
近期，区委常委、副区长沈军，区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潘丽萍，副区长
吴斌分别赴七宝镇开展民营企
业开展专项调研。
12 月 12 日，沈军实地考察
万科虹桥云，观看了规划沙盘及
文化展厅，了解了园区的发展进
展与未来规划。 随后，走访了上
海何勇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与西
觅亚科教集团,分别与两家企业
代表进行了座谈。
调研中，沈军详细询问了企
业日常运营情况及相关诉求，并
指出，闵行区设立产业引导基金
助力符合区内产业导向、在行业
内处于领先地位以及发展潜力
大的企业发展，七宝镇也要通过
发挥地域、教育、规划等优势，将
更多优质的民营企业吸引过来。

对于企业面临的困难和急需解
决的问题，沈军表示，七宝镇要
结合近期大调研工作，深入中小
民营企业，一是做好相关政策的
解读， 二是要积极回应企业诉
求， 提升企业的感受度和满意
度。
12 月 6 日， 潘丽萍先后到
万科虹桥云、上海智定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七宝德必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进行了实地调研，并与相
关企业负责人进行了座谈。
潘丽萍表示，在优化营商环
境方面，政府任重道远，她指出：
继续加强大调研走访，深入了解
民营企业现状，问计问需。 政府
相关部门要倾听企业心声，向企
业做好政策解读，收集政策未覆
盖到的问题， 推动政策精准落
地、问题迅速解决。 政府要进一

步提高政务服务效率，优化营商
环境，增强企业感受度、使企业
有获得感。
11 月 29 日上午，吴斌来到
上海瑞慈闵行体检中心，详细询
问了企业日常运营情况及遇到
的实际困难，并指出，民营经济
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
成部分， 七宝镇要加强政策引
导，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企业则
要练好内功、释放活力，更好服
务经济社会发展。
镇领导对区领导提出的问
题逐一进行了回应，并表示七宝
镇将不折不扣落实区委区政府
的决策部署， 持续优化营商环
境， 坚定不移支持民营企业发
展，切实为民营企业健康发展提
供帮助、做好服务。
（镇党委办、镇政府办）

副区长汪向阳赴七宝镇调研
12 月 4 日上午，副区长汪向
阳带队赴七宝镇调研城市建设
工作。
汪向阳对七宝镇城市建设
工作推进有力有序表示充分肯
定， 并对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
总体规划方面，七宝镇要全面梳
理需转型地块，在明年中部单元

规划中落实。“
一核两翼”转型提
升方面，“一核”改造提到重要位
置。 建设进度和时序方面，基础
设施和公建配套项目要稳步推
进，制定明年计划。 动迁拔点方
面，七宝镇要整合资源、分门别
类，全力以赴推进存量基地拔点
腾地工作。

严俊表示，2018 年 七 宝 城
市建设工作体量大、 任 务 重 ，
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 但 也 遇
到了不少瓶颈。 2019 年，在区
委、 区政府的正确领导 下 ， 在
各委办局的大力支持下 ， 七 宝
镇定会齐心协力、 深耕 细 作 ，
挑担子、补短板，着力完善城

云南省施甸县党政代表团赴七宝镇交流考察
11 月 28 日， 云南省保山市
施甸县委书记施继平率施甸县党
政代表团一行到七宝镇交流考
察。 镇党委书记严俊， 党委副书
记、镇长沈俊华，人大主席钱国平，
党委副书记姜华、姚媚，副镇长
胡小胜及区合作交流办副主任
吴亮陪同考察并出席座谈会，会
议由严俊主持。
会前， 代表团实地考察了七
宝镇党建服务中心、宝龙美术馆、
七宝古镇。
会上， 施继平介绍了施甸县
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及对口援建的

市功能，不断提升城市 建 设 品
质。
沈俊华就九星配套费资金
等问题作了补充汇报，并指出七
宝镇党委、 镇政府将集中力量、
整合资源、攻坚克难，进一步加
大统筹协调力度，全面推进全镇
转型提升和重大建设项目早开

初步设想。
严俊对施甸县党政代表团的
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表示，施甸
县风景优美、气候宜人，近几年经
济社会得到了飞速发展， 值得学
习。 未来，七宝镇将按照区委区政
府的要求，从经济、文化、社会等
全方位与施甸县开展合作交流，
制定相关计划， 希望施甸与七宝
两地共同努力，共同进步。
会上， 七宝镇与施甸县酒房
乡、 七宝镇的 2 家商会和 1 家企
业与施甸县 3 个贫困村进行了对
（镇政府办）
口结对签约。

工、早竣工，推进历史遗留问题
早突破、早化解。
会上，王留忠汇报了七宝镇
城市建设工作进展、存在的问题
及下步工作打算。
各委办局就七宝镇提出的
相关问题进行了交流讨论。
（镇党委办、镇政府办）

打好
“
收官战” 画好
“
作战图” 守好
“
安全线”
七宝镇召开重大项目专题推进会
11 月 22 日， 七宝镇召开重
大项目专题推进会。 镇党委书记
严俊，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沈俊华，
镇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顾中根，
副镇长彭哲颖、胡小胜、王留忠，
部分机关事业单位负责人，各
村、合作社负责人，部分镇属公
司、 古镇管委办负责人共计 30
余人参加会议。 会议由镇党委书
记严俊主持。
会上，严俊强调，要深入贯彻
落实区委、区政府决策部署，抓重
点、攻难点、创亮点，全力抓好重大
项目建设。

咬定目标、 紧盯进度， 打好
“收官战”。 一是要有责任意识。 紧
扣时间节点，明确工作任务，加快
项目推进。 二是要有攻坚意识。 坚
定信心、直面困难，在重点工作上
再发力，在难点问题上再攻坚。 三
是要有全局意识。 树立一盘棋的
思想，既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又
要协同作战、合力推进。
科学谋划、 主动作为， 画好
“作战图”。 通过抓重点、补短板、促
长效，结合实际，以联席会议等常
态化制度为平台， 科学谋划重大
项目建设的大盘子、 精准把控各

类项目的推进进度， 进一步聚焦
产业转型、经济发展、城市品质、民
生工程等百姓关切的项目， 创新
思路，破解动迁、老街安全提升等
难题，为转型提升积攒后劲，为改
善民生筑牢基础。
防微杜渐、 警钟长鸣， 守好
“安全线”。 完善制度、筑牢防线，树

立精品意识， 把好项目建设的安
全关、质量关。 一是要加强党风廉
政建设，堵死各环节中的漏洞，营
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 二是要
强化底线思维，针对重点领域、重
点区域开展安全隐患排摸和整改

工作，确保全镇社会面安全稳定。
沈俊华深入分析了重大项目
和动迁腾地工作推进中的突出问
题， 并对完成年度目标任务和做
好明年工作谋划提出要求：
2018 年，在工作落实上，一是
责任要到位， 部门之间要形成合
力，要按照时间节点倒排任务，确
保整体完成进度目标； 二是措施
要到位，要加强过程协调，土地征
收、劳力安置、资金计划、项目建设
等各项工作要协同推进。
2019 年，在工作谋划上，一是
审批要优化，要充分预估、跨前服

务，确保项目早启动、早建设、早竣
工；二是方案要优化，要多踏勘、多
比选，确保方案更优、资金更省；三
是思路要优化，要总结经验教训，
加强业务学习， 不断提高项目精
细化管理水平。
彭哲颖、 胡小胜点评了近期
重大项目推进情况， 并对下阶段
重点工作提了要求。
镇重大办、动迁办、各项目牵
头部门及各村（合作社）补充汇报
了重大项目推进、 动迁腾地等工
作推进情况及下步打算。
（镇党委办 镇政府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