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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17对居民业余体育舞蹈选手，日前在“漕河泾开发区杯”上海市第

十四届运动会暨2010年中国上海国际大众体育舞蹈节体育舞蹈比赛中，

荣获一块金牌、两块银牌、两块铜牌和四至六名等十余个奖项。

本报讯 !通讯员 徐迅

甄佳伟 记者 张文菁"日前!

区委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

任茅明贵与区第十六期中

青年干部培训班的学员进

行座谈交流# 茅明贵要求$

要深刻领会和把握党的十

七届五中全会精神!正确理

解和领会 %五个坚持 &的重

大意义 !认清形势 "理清思

路"明确任务"坚定信心!自

觉联系本职工作!学习贯彻

好五中全会的精神!为徐汇

全面 "协调 "可持续发展贡

献力量'

在区第十六期中青年

干部培训班学习之际!区委

副书记"区长过剑飞也来到

区委党校!与区第十六期中

青班学员进行座谈' 要求广

大学员要注意多学多看多

思考 !做到学以致用 !切实

用理论来指导实践(不断培

养意志力!自觉抵制各种诱

惑! 提高自己的道德情操(

不断促进合作力!集集体智

慧破解难题(不断增强想象

力!把工作的热情和工作能力积极融合起来'

区委常委"区委组织部部长"区委党校校长李子

骏等参加了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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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 由议长朱莉娅)丽塔)库希

斯女士率领的阿根廷圣)伊希德罗市议长代表团

到本区访问' 区委副书记"区长过剑飞会见代表

团一行'

在当天上午举行的会谈中! 过剑飞代表区

委"区政府致欢迎辞!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汪其

才代表本区签署了*友好交流协议书+!双方将在

经贸,旅游"文化"教育等领域开展合作' 代表团

还参观了上海工艺美术馆"宋庆龄故居"武康路

等景点' 雷明 摄影报道

为了进一步提高认识!树立全新的学习理念!激

发机关干部的内在活力!机关党工委开展了%第五届

学习节&学习型机关成果展活动'机关党工委将机关

成员的学习体会和工作的实践结合起来! 形成书面

材料进行展示! 使机关的学习活动在质量上有所突

破!能在大家看了以后有新的收获'此次成果展的目

的!是激发机关干部的学习激情!倡导一个更浓更好

的学习型机关氛围' 韩霞婷 摄影报道

区级机关党工委“第五届学习节”
学习型机关成果展示

过去说到信访工作!许多人都会摇头$不

好干!干不好!是名副其实的%机关第一难&'

信访干部没有耀眼的权力! 只有沉甸甸的责

任(信访对象多为困难群众"弱势群体!多带

着怨气"闷气"憋气"不平之气(信访部门则是

上访者出气"解气!最后顺气的地方' 然而世

博会开幕以来! 当许多人从徐汇区信访办大

门走出来的时候!

感觉为之一变' 信

访办的党员干部

%奉献世博---用

真心" 有耐心"讲

诚心!全天候敞开

大门的行动带给人们春天般的温暖( 建功世

博---学实务"做实事"求实效!尽全力履行

职责.&的承诺!让满含冤屈的%告状人&信服'

在区信访办党支部制定的创建计划和工

作安排表上!记者看到!结合实际开展%走进

基层!服务群众&主题活动,%学习实务!提升

能力&学习活动,%满意科室!优秀案例&竞赛

活动等三类主题实践活动内容详实! 创建计

划明确! 党员干部职责分工细化' %建功,奉

献&专题组织生活会的记录周详(动员,座谈,

学习,讲评等都有明确的反馈信息' 据了解!

为世博平安和社会面稳定! 区信访办党员干

部全部放弃了休息日!也没有节假日'担负世

博园区任务的
"#

名信访干部将园区当成了

家!克服种种困难!尽全力化解可能发生的闹

访事件!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信访办主任范康

新表示!今年夏季高温酷暑!又正值世博!信

访办在加强信访队伍素质建设和信访改革中

主动加压!本着不懈怠,不松劲,不自满的要

求!妥善处理了工作中遇到的难题!积极化解

矛盾!完成了劝返非正常上访工作'党员干部

处处以身作则!忍辱负重!坚韧不拔!牢记宗

旨!将敢于担当!乐于奉献!甘于吃苦的精神

发挥得淋漓尽致!用对党的忠诚!对群众的深

厚感情!默默无闻,兢兢业业地奉献着---为

保障世博正常运行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信访办党支部委员周友林自豪地说!没

有%危&就没有%机&!解决危机要靠党的政策

和信访工作人员的诠释' 世博会以来!班子

领导率先垂范 ! 带头研判疑难矛

盾!组织积案调解 (努力化解历史

遗留矛盾(带头到街道,镇,委,办,

局宣传如何密切党和群众的血肉

联系' 还恢复完善了%办主任接待

日 &制度 !逐步形成了 %第一线接

待,处置,协调!第一时间减少不和谐因素&

的一线工作法' 为了让群众的合理诉求得到

解决!党员干部还常常深入基层!跑遍各个

职能部门!凭着一股子钻进,韧劲!不厌其烦

牵头协调!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 将责任做

实!在机关上下形成了干事创业!求真务实!

建功奉献的良好氛围'

%行百里者半

九十&'世博圆满落

幕!获得%徐汇区红

旗党组织& 荣誉称

号的信访办党支部

又积极围绕 %争先

创优&主题活动!提出$内强素质!外树形象!

在后世博工作中建功奉献的工作目标' 信访

办的党员们表示! 将把个人的事业构建在为

党建功立业!为民真诚奉献的基石上!要成为

群众的%贴心人&,民心的%晴雨表&,领导的

%好参谋&,社会的%减压阀&!以实际行动为上

海和徐汇的经济社会建设尽心尽责.

通讯员 赵华生 汤颖

让“机关第一难”成为争先创优的基石
没有“危”就没有“机”，没有奉献哪有贡献？

本报讯 !记者 耿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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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市徐汇区第十三次代表

大会在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举行' 共青团上海市委书

记潘敏! 区四套班子领导

茅明贵,过剑飞,李子骏,

章卫民,谢坚钢,袁建村,

朱建民等出席大会' 历任

徐汇区团委书记, 区属各

单位共青团工作分管领导,

部分区域单位共青团工作

分管领导,兄弟单位团组织

负责人,第十二届团区委委

员,世博青年志愿者代表及

区各界青年代表等二百余

人应邀列席大会'

会上! 袁罡代表共青

团徐汇区第十二届委员会

向大会作题为 *凝聚青年

力量!推动科学发展!团结

带领全区团员青年为建设

徐汇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一

流中心城区奉献青春+的

工作报告'

同时!团区委结合%迎

办世博&主题!对在%迎世博

5##

天行动&启动以来和世

博会运行期间涌现出来的

青年先进个人和集体进行

了表彰!区委副书记,区长

过剑飞宣布徐汇区共青团

%青春世博行动&表彰决定'

新长征突击手
6#

人, 世博

志愿服务先进个人
76#

人(

新长征突击队
6#

支, 世博

志愿服务先进集体
"5#

支

受表彰'

区委书记, 区人大常

委会主任茅明贵代表区

委,区人大,区政府,区政

协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

的祝贺' 同时对全区团员

青年和共青团工作提出了

三点希望$ 一是准确把握

时代发展的要求! 以坚定

的理想信念构筑精神支

柱! 要具备坚定的政治信

仰, 高尚的精神品格和良

好的道德素养' 二是准确

把握科学发展的要求!积

极主动, 创造性地为城区

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在

经济发展,社会建设,文明

创建等各个领域挥洒热

情,发挥力量'三是准确把

握党的事业发展的要求!

进一步提升团的建设科学

化水平! 要坚定不移地坚

持党的领导! 不断提升推

动创新的能力! 大力加强

骨干队伍建设等'

潘敏充分肯定了徐汇

共青团过去三年的工作'

同时! 他希望徐汇共青团

在今后的工作中! 要始终

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教育引导广大青年(

要始终坚持在服务大局,服

务青年中打造服务型的共

青团(要始终坚持以改革创

新的精神加强团的自身建

设( 要始终坚持着眼长远!

做好后世博青年工作'

大会听取和审议共青

团上海市徐汇区第十二届

委员会工作报告! 并选举

产生了共青团上海市徐汇

区第十三届委员会'

共青团上海市徐汇区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隆重举行
茅明贵要求：全区各级团组织和广大团员青年，坚定理想

信念，投身发展实践，着力提升团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本版编辑 雷 明

阿根廷圣·伊希德罗市议长代表团一行
来我区共签友好交流协议书

区领导为世博先进颁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