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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中国共产党上海市虹口区第十届纪律检查委员
会第六次全体会议，
于 2021 年 2 月 20 日举行。出席这
次全会的有区纪委委员 29人。
中共虹口区委书记郭芳同志出席全会并发表讲
话。区委、
区人大、
区政府、
区政协领导同志和有关方
面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
全会由中共上海市虹口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
委员会主持。全会总结 2020 年全区纪检监察工作，
部
署 2021 年任务，
审议通过了王智华同志代表区纪委常
委会所作的《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为谱写新
时代虹口改革发展新篇章提供坚强保障，
以优异成绩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工作报告。
全会认真学习、
深刻领会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
会精神和十一届市纪委五次全会精神。一致认为，
习
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
话，
深刻阐述全面从严治党新形势新任务，
强调全面从
严治党首先要从政治上看，
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
政治
领悟力、
政治执行力，
一刻不停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斗争，
对发挥全面从严治党引领保障作用、
以强有
力的政治监督确保
“十四五”
目标任务落到实处作出战
略部署，
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重要遵循，
是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行动指南。李强
同志在十一届市纪委五次全会上的讲话，
强调要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增强政治自觉，
强化责任担当，
更加坚定地把管党治党责任抓在手上、
扛在肩上，
充分发挥全面从严治党引领保障作用，
确保
“十四五”
重大战略任务落实见效。郭芳同志代表区委
所作的讲话，
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
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中央、市
委、
市纪委工作部署，
深入推进虹口全面从严治党、
党
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出了明确要求。全区广大
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领会、
坚决贯彻落实。
全会认为，2020 年，在市纪委和区委的坚强领导
下，
区纪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中央、
市委、
市纪委和区委重大决
策部署，
坚持全局谋划、
重点着力，
协助区委持续深化
全面从严治党，稳步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充分发挥监
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为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
营造风清气正、
干事创业的政治生态，
推动区域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强的纪律保障。坚持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
以
“两个维护”实际行动推动中央、市委、区委重大决策
部署落地见效。压紧压实管党治党主体责任，
纵深推
进全面从严治党。聚焦监督首要职责，
探索形成监督
合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深入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
作风问题。坚定不移深化政治巡察和巡察整改，
充分
发挥巡察利剑作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
腐，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优化组织保
障，建设高素质专业化纪检监察铁军，推动纪检监察
工作高质量发展。在肯定成绩的同时,全会实事求是
地分析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要求高度重视、采取有
力措施加以解决。
全会提出，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
是
“十四五”
规划开局之年，
是虹口把握新发展阶段、
贯彻
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
“脱胎换骨、
功能重塑、
能级跃升”
的关键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党的十
九大和十九届二中、
三中、
四中、
五中全会精神，
全面落
实中央、
市委、
市纪委和区委的各项工作部署，
增强
“四
个意识”
、
坚定
“四个自信”
、
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
，
坚持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
坚定
不移深化全面从严治党，
健全完善监督体系，
忠实履行
党章和宪法赋予的职责，
有力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部
署和市委工作要求有效落实，
围绕现代化建设大局发
挥监督保障执行、
促进完善发展作用，
深化细化全面从
严治党
“四责协同”
机制，
一体推进不敢腐、
不能腐、
不
想腐，
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
扎实推进规范化法治化
建设，
切实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不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
走在前列，
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和永不懈怠的精神
状态，
为奋力创造新时代虹口发展新奇迹提供坚强保
障，
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
全会要求，
全区各级纪检监察组织要准确把握新
时代虹口纪检监察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使命、新任
务，
既要把严的主基调长期坚持下去，
巩固发展反腐败
斗争压倒性胜利，
也要提高贯彻新发展理念的能力水
平，
将正风肃纪反腐与深化改革、
完善制度、
促进治理
贯通起来，
为落实
“十四五”
规划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
和发展环境。
第一，
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
，
以有力的政治监督保
障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实到位。聚焦贯彻
落实重大决策部署、
围绕服务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强化
政治监督，
坚持
“三个区分开来”
，
建立完善容过纠错机
制，
构建亲而有度、
清而有为的亲清政商关系，
营造风
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发展环境。
第二，
深化拓展全面从严治党
“四责协同”
机制，
推
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落地。坚持问题导向，
持续深化
细化全面从严治党
“四责协同”
机制建设。坚持聚焦重
点，
继续在拓展全面从严治党
“四责协同”
机制的覆盖
面上下功夫，
打通全面从严治党
“最后一公里”
。坚持
权责统一，
形成责任落实整改闭环。
第三，做实日常监督、长效监督，进一步健全监
督 体 系 。 强 化 对 公 权 力 运 行 的 制 约 和 监 督 ，推 进
“有形监督”向“有效监督”的进一步深化。加强日
常监督制度系统集成，增强全区纪检监察力量“一
盘棋”意识。着力提升监督工作效能，坚持惩前毖
后 、治 病 救 人 方 针 ，准 确 把 握 政 策 界 限 ，妥 善 用 好
“四种形态”。
第四，
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
营造风清气正的政
治生态。在治理
“四风”
问题上下更大功夫，
坚决打好
作风建设的攻坚战和持久战，
巩固拓展落实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成果。从讲政治的高度整治形式主义、
官僚
主义，
持续整治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推动党风政
风和社会风气持续向好。
第五，
坚持
“三不”
一体推进，
释放综合治理效能。
进一步加强
“不敢”
的震慑，
加大案件线索的处置力度。构建
“不能”
的
体系，
深化以案促改，
与制度建设相结合，
压实主体责任，
促进问题全
面整改。强化
“不想”
的自觉，
加强思想道德和党纪国法教育，
着力发
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
大力涵养廉洁文化。
第六，
坚持稳中求进，
切实提升政治巡察质效。深化政治巡察，
高
质量完成十届区委巡察全覆盖任务。进一步推动巡察与纪律、
监察、
派驻、
组织等监督统筹衔接，
与审计、
宣传、
政法、
财政、
群众、
舆论等监
督协作配合，
形成监督合力。强化巡察整改，
充分发挥标本兼治的战
略作用。
第七，
坚持自身建设不停步，
着力打造政治过硬、
本领高强的纪检
监察干部队伍。坚守忠诚干净担当政治品格，
继续加大干部培训工作
力度，
加强干部监督，
把纪律挺立在前，
坚持严管厚爱结合、
激励约束
并重，
建设一支适应新时代、
新阶段要求的高素质专业化虹口纪检监
察铁军。
全会号召，
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历史关口，
面对虹口
新征程、
新起点、
新发展的宏伟蓝图，
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周围，
在中央纪委、
市委、
市纪委、
区委的坚强领导下，
以初
心砥砺精神，
以使命鼓舞斗志，
乘风破浪、
坚毅前行，
奋力谱写虹口全
面从严治党、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新篇章，
以优异成绩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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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本区线上线下推出 200 余场文娱“大餐”

“原年人”在虹口欢喜过年
■本报记者

殷建华

“过年和妈妈一起在家看视频做个中
国结，挺有意义的！”老家山东的张静和父
母二十年来第一次留沪过年，
2 月 14 日，
张
静通过线上预约来到区文化馆领取了中
国结制作材料包。春节，
张静和 70 多岁的
妈妈选择宅家，大年初一娘俩通过区文化
馆发布的教学视频做了剪纸。年初三，她
们以同样的方式一起做中国结。她说，春
节用亲手做的剪纸和中国结布置住处，更
有红红火火过大年的氛围。
据介绍，今年春节期间，虹口通过线
上线下活动，为就地过年的市民准备了丰
富的“大餐”。春节前后,虹口区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携手区文旅局、区文明办、区
融媒体中心等单位和各街道共举办 200 余
场文娱活动，免费理发、影片音乐鉴赏、艺
术欣赏送图书、写春联、送福字等活动营
造了浓浓的年味。文旅部门还专门定制
了 6 条旅游线路，
春节假期前四日，
虹口重
点文化场所和旅游景区接待游客 103103
人次。

备年夜饭拍全家福
春节是中国人最看重的节日，忙碌了
一年的人们最盼望的是吃上一顿团圆饭。
今年由于疫情，很多人选择留沪过年。为
了让“原年人”在上海感受到和家乡一样
的年味，虹口的部门和街道都暖心地为他
们准备了年夜饭。
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和江湾镇街
道新时代文明实践分中心在本市中心城
区最大的保障房基地彩虹湾开展“虹口·
年味—关心关爱留沪过年外来人员行
动”。据了解，彩虹湾地区公租房居住着
许多为虹口区北外滩地区开发建设等工
作的外来人员，
今年有 500 余人响应号召，

凉城街道锦苑居民区为留沪人员子女开设“小小课堂
小小课堂”
”。
在上海就地过年。江湾镇街道特色文明
实践站市民驿站食堂准备了两种年夜饭
套餐，供留沪外来人员选购。同时，还向
公租房彩虹工坊青年中心提供了 200 余本
书籍，使居住在公租房里的外来人员节日
里能阅读。来自湖北的 26 岁白领陈小兰
表示，
“虽然这次不回家过年，但虹口区和
江湾镇街道为我们准备了好多服务项目，
让我们有了家的感觉”
。
嘉兴路街道特色文明实践站市民驿
站一分站社区食堂在春节期间提供优质
的熟食、半成品，让“原年人”不回家一样
吃上热乎乎、香喷喷的饭菜，春节期间该
街道还举办“音乐下午茶”线上直播，进一
步丰富他们的娱乐生活。
江湾镇街道举办邮商联盟志愿服务
队
“暖心留沪人员新年活动”
，
邀请 8 组
“原

年人”家庭拍摄全家福。张丽夫妻俩带上
宝宝和外婆一起来拍全家福，她说，会把
照片寄给远方的家人，并通过视频电话的
方式诉说思念之情。
据介绍，
“虹口·年味—关心关爱留沪
过年外来人员行动”开展过程中，虹口区
团区委等部门、各街道纷纷推出关心关爱
留沪过年外来人员志愿服务 150 余项，全
国文明单位、文明实践点虹口图书馆为菜
场书屋赠送图书，市级文明单位、文明实
践点今明环境公司、西本新干线等企业也
主动为留沪员工发放过年红包，政府、企
业和社会各界多方合力，营造“就地过
年”
的温馨氛围。

关爱
“小小留沪者”
“她唱得真好听！
”
2 月 10 日，
在上滨生

本区留沪过年人员响应倡议助力文明实践

做志愿者为就地过年“加料”
■本报记者

张燕丽

在虹口，
有这样一批志愿者，
他们是外来务工人员，
他
们不仅响应留沪过年的号召，
还进入社区做起志愿者。
为确保广大留沪外来员工过一个幸福美满的新春
佳节，本区为留沪过年外来人员精心准备并推出了各类
服务和丰富多彩的节日娱乐清单。与此同时，区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携手各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分中心向留
沪过年的外来人员倡议，就近就便参与志愿服务，助力
文明实践。

兄弟俩在岗位上迎来新年
中午参加居委组织的关爱孤老活动，下午在小区开
展消毒工作，
晚上又加入消防安全巡逻队伍……来自安徽
的葛树胜今年春节响应号召留沪过年，
虽不用像在老家过
年那样忙着走亲访友，但春节 7 天假期里，作为嘉兴路街
道的志愿者，
他在多个社区忙碌着、
奔波着……
2 月 10 日是小年夜，下午，葛树胜背着装满消毒液的
喷洒桶出现在垦业小区，
和另外两位志愿者一起对小区环

境进行消杀。葛树胜已经数不清这是自己第几次背着喷
洒桶来垦业小区了。从去年 1 月 30 日起，
葛树胜所在的上
海今明环境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就抽调人员义务为嘉兴路
街道的 26 个小区进行定期消杀。
今年春节，葛树胜以及他的五十多位同事响应号召
留沪过年，
他们组成了
“今明疫情防控志愿者服务队”
。春
节期间，这支志愿者服务队活跃在嘉兴路街道的多个小
区，
为社区疫情防控出力。
受葛树胜的影响，在同一家公司工作的弟弟葛树利
也加入到志愿者的队伍中。2 月 11 日大年夜，
兄弟俩吃好
年夜饭后，一个赶往海伦都市佳苑小区，一个奔赴胡家木
桥 35 弄小区，作为消防安全志愿者，他们从晚上 9 点一直
巡逻到 0 点，
在志愿者的岗位上迎来牛年。而大年初一上
午 9 点，葛树利再次来到胡家木桥 35 弄小区，为进出居民
测量体温等。
葛树胜和葛树利兄弟俩的春节 7 天长假几乎都在志
愿者岗位上度过，
弟弟葛树利从对哥哥不理解到主动积极
参与志愿服务，他说：
“作为志愿者能够帮助到别人，我觉
得特别有成就感。
”

社区食堂为白领送上“开工第一餐”

本报讯（记者 钱超）大年初七开工首日，北外滩
街道百官街社区食堂恢复开放，为附近的白领送上新
年“开工第一餐”。
中午 11 点半，北外滩街道百官街社区食堂内满是
上班族，在吴淞路附近上班的白领须先生告诉记者：
“今天得知食堂开了，马上来打包饭菜带走，我是江苏
人，
食堂的口味很符合我的喜好，
这儿的菜比外卖好吃
多了。
”
北外滩街道市民驿站负责人丁小珏介绍，为了保
障周边白领新年上班第一天午餐能吃得安心、开心、舒
心，大年初六，社区食堂工作人员已经上班，前来做开
业前的准备工作。今年由于疫情原因，在原有的常规
清扫整理工作的基础上，工作人员还进一步结合防疫
需求，
对食堂进行防疫消杀，
确保开工第一天，
白发、白
领人群就餐安全。

记者看到，当天食堂的菜品十分丰富，清蒸鲈鱼、
红烧狮子头、豆腐、番茄炒蛋……约有 9 荤 9 素搭配售
卖，还有之前推出的“半份菜”套餐，为了讨个“年年有
余”的口彩，不少市民都选购了鲈鱼。
据社区食堂负责人马应炯介绍，当天的菜按平日
7 成的量做准备，食堂根据中午的客流量再做适当调
整，少量多次烹调，让大家吃到新鲜的菜。而在菜品
选择上，考虑到节日期间，大家油腻的餐食吃得多，节
后菜品以清淡的为主，保障大家吃得健康。
据了解，当天本区嘉兴路街道、凉城新村街道社
区食堂都恢复对外营业，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为白
领们送上“熟悉的味道”，而像欧阳路街道、广中路街
道等多家社区食堂春节期间已经对外开放，为原地过
年的外来建设者和周边居民提供就餐需求，让他们感
受到虹口的年味和“家”的感觉。
钱超 摄

活广场“金牛贺春，乐嗨过大年”文艺小
分队元旦新春进商场文艺演出中，长青
学校的七年级学生小刘被文艺小分队的
精彩表演深深吸引住了。他告诉记者，
今年全家不回老家徐州过年。爸爸是顺
丰快递小哥，妈妈是饿了么外送员，春节
前 父 母 的 外 送 任 务 很 重 ，无 暇 顾 及 他 。
正值寒假他就约了两个同学一起出来
玩，恰好碰上演出，
“ 没了老家的鞭炮声，
但这样的文艺演出老家也没有”。听罢
一曲《梨花又开放》，三个小伙伴拼命为
演员鼓起了掌。
据介绍，区文化馆的文艺小分队学习
和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红色文艺轻
骑兵”精神，积极开展“大地情深”上海红
色文艺轻骑兵元旦新春走基层活动，在春
节前后通过形式多样文艺活动为商圈、白
领、部队、学校、社区等单位送上精神食粮
和温暖祝福。文艺小分队还在大年初一、
大年初二、大年初五、大年初七开展海派
相声、
DIY 项链饰品等四场活动，
为广大群
众营造欢乐年的氛围。
关爱小刘这样的“小小留沪者”，相关
街道也行动了起来。凉城街道锦苑居民
区开设了小小课堂，做功课、做手工、画贺
卡，还能参加消防演练、帮小区清理绿化
带垃圾等，孩子们玩得开心，让留沪双职
工也没有了后顾之忧。四川北路街道在
新春来临之际开展了“用爱守护喜迎新
春”
“ 用爱守护福字迎春”
“ 用爱守护快乐
新春”
系列活动，
三场活动合计共有 100 多
名留沪建设者的孩子参加，丰富的活动让
留沪的孩子们过上一个愉快的春节。
此外，2 月 16 日，农历牛年年初五，虹
口足球场也首次在过年期间开放，为原地
过年的足球爱好者提供运动聚会的场所。
利用虹足场外通道改建的 5 片标准羽毛球
场地也全新亮相。

“新面孔”
走上疫情防控一线
“您的体温是 36度 2，
您去几号门登记一下。
”
2月 5日，
位于新港路上的榆兰新村也来了一位“新面孔”志愿者吕
帅，
他驻守在门岗，
为这个老小区的防疫工作认真值守。
来自辽宁铁岭的吕帅目前就读于上海健康医学院，
今年春节他也选择留沪过年，
在网上看到招募志愿者的信
息后他第一时间报了名。榆兰新村是一个无物业的开放
式小区，
300 多户居民中以老年人居多，
对于吕帅的到来，
居民区党总支书记王红梅说：
“年轻的志愿者不但使我们
的人手更充足，
也是我们老小区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
吕帅的学校位于浦东周浦地区，
为了每天 9 点准时在
榆兰新村
“上岗”
，
他 6 点起床、
7 点出发，
转 3 趟地铁。但面
对这样的奔波，吕帅觉得很值得。通过每天和居民接触，
他看到绝大多数的人都非常配合相关防疫措施，
主动配合
测量体温、访客登记等。每天结束志愿者工作后，吕帅还
会对自己当天的工作表现进行总结。一次，
有居民从吕帅
值守的正门门岗进入小区没多久后，
因临时购买东西从边
门出去又从正门进入，
他自然地走上去要求这位居民测量
体温，居民配合的同时也告诉吕帅“十几分钟前你刚刚帮
我测过”
。这不禁让吕帅反思自己，
他说：
“在门岗值守，
不
能只机械地去做事情。
”
葛树胜、
葛树利、
吕帅，
他们是许许多多留沪过年又积
极成为志愿者的
“原年人”
的缩影。为减少疫情传播风险，
他们原地过年；为做好冬春季疫情防控工作，他们在社区
默默付出。

揭秘水痘-带状疱疹病毒
水痘-带状疱疹病毒（varicella-zoster virus，VZV）
为嗜神经病毒，初次感染会导致水痘。症状消失后，残
存的病毒会潜伏在感觉背根神经节。
当潜伏的病毒再次被激活时，会出现带状疱疹或
带状疱疹神经系统的并发症（例如脑炎，无菌性脑膜
炎，脊髓炎或者颅神经麻痹）。这些症状通常见于免疫
功能低下的患者或老年人，主要表现为神经痛，会有灼
烧、电击、刀刺般疼痛。这种疼痛可能比分娩阵痛、慢
性癌痛等都要更痛，会扰乱患者的睡眠、情绪，影响其
工作和日常生活，甚至可导致精神障碍和抑郁。
水痘-带状疱疹病毒的特点：
嗜神经性：VZV 在侵入人体后，部分残存的病毒
会潜伏在感觉神经节中，引起神经的损伤，如神经节发
炎或者坏死。
一种病毒两种疾病：VZV 在不同的感染阶段可以
分别引起水痘或者带状疱疹，虽然是同一种病毒感染，
但是造成的症状、疱疹位置、疾病的严重程度及转归等
都不同。
爱欺负老人儿童：水痘多发于儿童，而带状疱疹多
见于 50 岁以上老年人或者免疫力低下的患者。
临床症状：
水痘：人体感染水痘后，会有 2-3 周潜伏期，前期
症状与感冒类似，如头痛、全身不适、发热、食欲下降
等。继而皮肤、粘膜上分批出现斑丘疹和疱疹，皮疹先
发于头面部、躯干，呈向心性分布。
带状疱疹：民间俗称“腰缠龙”，常见于胸腹部和腰
间，发病时出疹部位有疼痛、烧灼感。部分患者在疱疹
结痂消退后，神经痛的症状依然可以持续数个月。
传播途径：
空气传播：VZV 可以通过患者咳嗽或打喷嚏在空
气中传播。
接触传播：VZV 可以通过直接接触水痘疱液，或
者间接接触被疱液污染的物品传播。
预防措施：
接种水痘疫苗：接种疫苗是预防水痘或者带状疱
疹最有效的预防手段。儿童或者成人可以接种水痘疫
苗，50 岁以上的老年人可以接种带状疱疹疫苗。
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室内通风，勤洗手，做好个人
卫生，如剪短指甲以免抓挠引起皮肤感染。同时对患
者的衣物进
虹口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栏（4）
行消毒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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