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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岗位实际 增强使命担当
区委副书记、区长胡广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吴延风，
区政协主席石宝珍，区委副书记洪流，区委常委贺毅群、王
智华、张伟、杨春花、吴强、竺晓忠、苗光辉出席会议。中央
第六巡回督导组有关同志列席会议，市委主题教育领导小
组办公室、市委第四巡回指导组有关同志参加会议。
会上，
“最美奋斗者”
、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航运物流研究院
院长包起帆，
著名的量子工程技术专家、
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
物理研究所副所长舒嵘，
用心、
用情讲好思政课的特级教师陈
明青，
发挥
“小巷总理”
作用、
让支部工作更接地气的居委会书
记王静华，
以朴实的语言、
真挚的感情、
生动的事例，
讲述了各
自守初心、
担使命的奋斗历程。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无私奉

献、
忘我工作，
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彰显了新时代
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品格和精神风貌。他们报效国家、
奉献
社会、服务群众的亲身经历和真情讲述，让与会同志深受触
动，
接受了一次深刻的初心使命教育。
吴信宝指出，要弘扬奉献精神，在无私无我的付出中践
行初心使命。奉献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共产党人
的精神特质。要始终把个人利益置于人民利益、集体利益
之下，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讲奉献，以身作则，
率先垂范，真正做到对党
忠诚一辈子、 下转▶4 版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放在首位
区四套班子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联组学习研讨会暨区委常委会主题教育第8次集体学习研讨会
区领导胡广杰、吴延风、石宝珍、洪流、贺毅群、王智华、
张伟、杨春花、吴强、竺晓忠、陈良、胡军、岳彩新、李佳玉、周
嵘、张雷、张强、郭启文、符杰普、王宇展、曾国东、杨鼎忠等
出席会议。会上，吴强、竺晓忠通读了《习近平关于“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选编》部分章节，胡广杰、洪流、贺毅
群、陈良、周嵘、张强交流了学习体会。
吴信宝指出，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是对党的建设历史经
验的深刻总结。
“讲政治”是党的建设贯穿始终的不变主题，
要不断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确保党的政治方向正确、政治路
线一致、政治立场坚定、政治主张鲜明，统一全党意志、凝聚
全党力量，
为实现党的初心使命共同奋斗。
吴信宝指出，要把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作为加强党的

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最关键的是
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最
重要的是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要对党忠
诚，做到听党指挥、替党分忧、为党尽责，不折不扣地落实中
央和市委各项决策部署，竭尽全力完成好党交付的职责和
任务。
吴信宝强调，要强化在思想上、信念上、行动上向习近
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看齐的意识和行动，在对标看齐中进一
步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
念、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
的奋斗姿态，奋力把各项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为虹口实现高
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作出应有的贡献。

本报讯（记者 陆雪姣）9 月 29 日，区委副书记、区长
胡广杰深入曲阳路街道开展专题调研和听取基层意见建
议，认真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实地检查指
导曲阳路街道曲苑小区的社区治理情况，并举行了街道工
作座谈会。
胡广杰参观了曲苑邓小平党性教育基地、老年活动
室、阳光之家等参观点，详细了解党建引领下的社区党建
情况，并给予了肯定。胡广杰指出，要坚持以党建为引领，
充分发挥社区党组织在城市基层治理中的核心作用，发挥
阵地功能，不断丰富社区文化生活，为居民提供一个舒适

区领导赴街道听取意见建议 认真开展主题教育

胡广杰指出，各居委会要进一步认清形势、统一思想、
提高认识，结合自身实际，进一步做好社区管理工作，满足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愿景。要继续发挥党组织核心
引领作用，由党组织和党员示范带动多元主体参与社区工
作，促进党建工作取得更大成效。胡广杰要求，社区领导干
部要真正深入基层，走到群众身边，深入分析基层群众工作
中存在的问题，了解各项工作进展情况，督促各项工作有序
推进。各居委会要进一步加强街道的队伍建设，加强社区
党建引领，把区域化党建工作做得更扎实，提升社区居民幸
福感，
构建社区党建新格局。

的生活环境。
座谈会上，各居委会党支部书记就基层党建、民政、城
管等方面内容作工作汇报并提出意见建议。胡广杰认真
听取意见建议，针对大家在加装电梯、小区停车、物业管
理、党员活动、基层减负增能等方面的困难和诉求进行了
积极回应，同与会同志深入讨论、细致分析，加大对这些问
题立行立改的工作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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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集体学习研讨会

本报讯（记者 陆雪姣）9 月 29 日，区四套班子举行“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联组学习研讨会暨区委常委会
主题教育第 8 次集体学习研讨会，围绕《习近平关于“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选编》，结合自学，联系各自工作实
际，交流了学习心得体会。区委书记、区委“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吴信宝主持会议并强调，本次
学习研讨会的主题是“党的政治建设”。党的政治建设是党
的根本性建设，是党的其他建设的着眼点和落脚点。要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重
要论述，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增强推进党的政治
建设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为守初心、担使命
提供根本政治保证。

本报讯（记者 张雯珵）9 月
29 日，虹口区委举行局、处两级中
心组集中学习会，同时作为“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第 7 次
集体学习研讨会。区委书记吴信
宝主持会议。中共上海市委党校
科研处处长周敬青教授作
“坚持制
度治党、依规治党”专题辅导报告。
周敬青从依规治党，
推进全面
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中国共产
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和《中
国共产党教育管理工作条例》两部
党内法规的立法精神及其重要内
容；讲规矩、守底线、知敬畏、存戒
惧，
牢固树立党规党纪意识三个方
面，通过细致解读、生动案例等方
式，
作了深入浅出的阐述。
吴信宝感谢周敬青作的精彩
辅导，并强调，要结合“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结合学习《中
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
和《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
条例》，自觉尊崇党内法规，
深刻领
会习近平总书记制度治党、依规治
党的思想精髓，
不断提高执行党内
法规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确保各项
党内法规在虹口落实落地，
为推动
虹口各项事业发展提供更加有力
的保障。
吴信宝指出，要模范遵守党
内法规，坚持把守纪律、讲规矩摆
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全区党员干
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尤其
要认真学习党章、遵循党章，切实
把党章党纪党规作为立身、立言、
立行的基础，做到铭记于心、自觉
践行。
吴信宝强调，
要坚定捍卫党内
法规，
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
态。要坚持以严的标准要求干部、
以严的措施管理干部、以严的纪律
约束干部，
加大党内法规的公开力
度、宣传力度、教育培训力度，
让知
规明规成为每一名党员的必修课，
提高对党内法规的执行力，
做到有
规必执、执规必严，并把监督检查
贯穿于党内法规执行的始终，
综合
运用执纪监督
“四种形态”，让严守
党内法规制度蔚然成风。
学习会上，区委常委张伟、杨
春花、吴强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
交流了学习体会。

区 委 举 行 局 处 两 级 中 心 组 集 中 学 习 会 ，同 时 作 为﹃不 忘 初 心 、牢 记 使 命﹄主 题 教 育 第

区委常委会举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题学习会

本报讯（记者 陆雪姣）9 月 26 日，区委常委会举行“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题学习会，围绕“担当作为”，
认真聆听先进典型代表包起帆、舒嵘、陈明青、王静华讲述
践行初心和使命的感人事迹，集体交流学习，在榜样中汲取
奋进的力量。区委书记、区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领导小组组长吴信宝主持会议并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中
央和市委的部署要求，立足岗位实际、增强使命担当，努力
把主题教育激发出的工作热情转化为推动虹口高质量发展
的生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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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领导开展节前安全检查
发放工作将于﹃十一﹄前夕完成

位﹃老英雄﹄获国庆纪念章

137

本报讯（记者 张燕丽）国庆前
夕，本区 137 名为新中国成立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过突出贡献的老
战士、老同志，将获得“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纪念章这一特殊
荣誉。首批 28 名老同志代表在于日
前举行的纪念章集体发放仪式上，接
过了纪念章和贺信。
在区退役军人“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 70 周年”纪念章集体发放仪
式上，
老同志代表拿到纪念章后，
难抑
激动喜悦之情。有的仔细端详纪念
章，有的拿出手机拍下戴着纪念章的
自拍照。
“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
能够获得这个纪念章，我很开心。感
谢党和国家总是想着我们这些老人。”
88 岁的军队离休干部杨殿廷轻抚着
手中的纪念章说道。
1946 年 11 月，年仅 15 岁的杨殿
廷参军入伍，成为当时山东胶州军分
区的一名医务看护员。战争年代，杨
殿廷担负着转移和护理伤员的重任，
距离战场最近时不足 10 公里。刚入
伍没几个月，杨殿廷负责看护的伤员
中就有一位年轻的战士因伤势过重而
牺牲。杨殿廷一边回忆一边感慨：
“我
送走过很多战士，我们现在的生活来
之不易呀！”
杨殿廷一直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兢兢业业，
他曾荣立三等功两次、集体
三等功一次、四等功两次。即使退休
后，杨殿廷也积极参加军休所的各项
活动，关心支持军休所的各项建设。
“我现在画画、练字，还参加歌唱班。
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都是因为我们
国家现在越来越强大了。”
另一位获得纪念章的军队离休干
部刘秉高，1949 年 1 月份参加革命，他
说：
“ 这枚纪念章挂在我胸前，分量很
下转▶4 版
重很重。

“为国旗而歌”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国旗主题展开幕
本报讯（记者 张雯珵）9 月 26 日，
“为国旗而歌”虹口
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群众性主题活动在中
共四大纪念馆国旗广场举行。区委书记吴信宝，区委副书
记、区长胡广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吴延风，区政协主席石
宝珍等出席。区委副书记洪流主持仪式。
现场举行了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全体奏唱国歌。国旗
飘扬，
国歌雄壮，
令人心潮澎湃。
吴信宝代表中共虹口区委、区人大、区政府、区政协，
向

为虹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的广大党
员干部群众和社会各界人士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
谢。他指出，70 年来，一代代虹口人前赴后继、接续奋斗，
艰苦创业、共同努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70 年
来，虹口在解放思想中奋力崛起，在抢抓机遇中砥砺前行，
在践行宗旨中坚守初心，23.48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正焕发出
蓬勃的生机和活力。
下转▶4 版

本报讯（记者 陆雪姣）国庆假期将至，为确保节日期
间城市运行安全稳定，日前,区委书记吴信宝，区委副书记、
区长胡广杰分别带队走访检查辖区内大型商业综合体、人
员密集场所等安全措施落实情况，保障各单位安全责任落
实到位。
9 月 25 日下午，吴信宝带队先后前往曲阳商务中心、第
十一加油站、曲阳菜场现场进行实地检查。每到一处，
吴信
宝都详细询问了各项安全制度和措施落实情况、安全人员
下转▶4 版
的配备和安全设施的投入使用情况，

区十六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二十六次会议

本报讯（记者 曲姗姗）9 月 29 日，区十六届人大常委
会举行第二十六次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吴延风主持会
议，副主任陈良、胡军、岳彩新、李佳玉、谢榕榕等常委会组
成人员出席会议。区委副书记、区长胡广杰，区委常委、副
区长张伟、区法院院长王宇展、区检察院检察长曾国东，区
监察委、区政府有关部门、各街道人大工委负责人，部分人
下转▶4 版
大代表列席会议。

区十四届政协举行第十六次常委会议

本报讯（记者 曲姗姗）9 月 26 日，区十四届政协举行
第十六次常委会议。区政协主席石宝珍，
副主席郭启文、高
庆迁、符杰普，秘书长姜汉军等出席会议。区法院党组书
记、院长王宇展，区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曾国东应邀作
通报。70 余名常委及列席人员参加会议。
会上，石宝珍传达了习近平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
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7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等中
下转▶4 版
央、上海市、区相关会议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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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国 庆 节 放 假 ，本 报 2019 年 10 月 3
日、7 日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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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活动现场，
一位少先队员来到五星红旗前行少先队礼，
让父亲记录下与国旗合影的庄严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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