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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耿小彦）按照中央和市委部署

要求，1月 15日晚，虹口区委常委会召开 2022年度

民主生活会。这次民主生活会的主题是：全面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

“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团结带领党员干部

群众以奋发有为的精神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作出

的重大决策部署。

市委常委、副市长，区委书记郭芳主持会议并

讲话。市委第二督导组组长于洋和督导组成员、市

委办公厅有关同志出席会议。

区委常委会对开好这次民主生活会高度重视，

周密制订工作方案，认真做好准备工作。会前，区

委常委会采取集体研讨与个人自学相结合的方式，

深入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原原本本、逐字逐

句学习党的二十大报告和新修订的党章，认真领悟

党的二十大提出的新思想新论断、作出的新部署新

要求，认真学习党章、《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和党中央关于民主生活会的有关要求，提高认识、

统一思想、增强自觉，打牢开好民主生活会的思想

基础。班子成员深入学习研讨、广泛征求意见，坚

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通过座谈交流、个别访谈、

书面征求、网络征询、意见箱征集、新媒体留言等多

种形式广泛听取意见建议。郭芳与区委常委、区委

常委相互之间，区委常委与分管单位负责同志、与

本人组织关系所在党支部党员代表深入开展谈心，

并在此基础上认真撰写对照检查材料，为开好民主

生活会作了充分准备。

会议首先书面通报了《区委常委会 2021年度

民主生活会暨党史学习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整改

措施落实情况》和《区委常委会 2022年度民主生活

会会前征求意见情况》。随后，郭芳代表区委常委

会班子作了对照检查，对照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

治局民主生活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照陈吉宁书

记在市委常委会民主生活会上的部署要求，重点查

摆了在带头深刻感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带

头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

魂、带头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带头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带头发扬斗争精神、带头落

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等六个方面存在的问题，

密切联系工作实际，深刻剖析问题要害，挖掘追问

思想根源，并从筑牢政治忠诚、更加旗帜鲜明讲政

治，强化使命担当、更加踔厉奋发干事业，站稳人民

立场、更加用心为民谋福祉，树牢系统观念、更好统

筹发展和安全，深化自我革命、全面从严从实抓整

改等方面明确了今后努力方向和整改举措。

郭芳带头进行个人对照检查，其他区委常委逐

一发言，并相互批评帮助。

敬告读者
因春节放假，本报1月27日停刊一期。

■记者综合报道

春节来临之际，丰富多彩的迎

新春送祝福活动在虹口举行，把“年

味儿”和关怀用各种方式送进千家

万户。

文化活动、新春祝福正在“发货”

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结合全国文明城区创建，1月上

旬至2月下旬，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联合区文旅局、区文明办以及各

部门、各街道共同开展“我们的中国

梦 文化进万家”虹口区迎新春系列

主题活动，通过志愿服务送关爱、文

明实践树新风、文化活动送温暖等

方式，将举行 1100余场线上线下活

动，包括海派潮流·喜迎新春、大地

情深·红色文艺轻骑兵走基层、我们

的节日·传统文化进社区等活动版

块，为在新春佳节依旧奋战一线的

医务工作者、建筑工人、留沪过年的

外来务工人员、志愿者、社区居民等

送去节日祝福。

连日来，区总工会邀请书法名

家为虹口职工们书写福字、春联，并

送上节日祝福。1月上旬，区总工会

送春联、福字活动拉开序幕，陆续将

3000余套定制好的春联、福字陆续

送进机关、街道、园区、楼宇、企业工

会和辖区央企，及时把“娘家人”的

温暖送到职工们的心坎上。1月 18
日，广中路街道总工会、党群服务中

心、凯德虹口“楼委会”共同开展“同

新守沪、情暖凯德”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新春慰问活动。虹远公司广中块

新风尚班长陈明说：“收到工会‘娘

家人’的慰问品非常开心，感谢广中

路街道总工会对我们环卫职工的关

心和关爱。”此外，从 1月 18日开始，

“2023上海职工元宵灯谜系列活动

虹口分会场”正式启动，今年全区配

送5场猜灯谜活动，首场活动在区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举办，将持续至 1
月31日。

虹口的退役军人、优抚对象们

也陆续收到了一个来自区退役军人

局的专属信封。打开信封，就能看

到对联、慰问信、新年日历、兔年邮

票等物品，浓浓年味扑面而来。新

的一年，2022感动上海年度人物、收

到专属信封的“兵支书”刘苗有三个

愿望，一是希望疫情过后，社区能逐

渐恢复以往的生机，各项活动都可

以办起来；二是盼望着有更多“老战

友”们参与到社区共建、共治、共享

中来，成为社区“合伙人”；第三个愿

望是期望今年春节能回安徽老家和

家人团聚，“我儿子还没回过老家，

一直很好奇老家长啥样。”刘苗说

道。今年，区退役军人局共向全区

退役军人和优抚对象发放近 4万份

春联。

过年不回家？问候要送达

“过年我就先不回家了，等元宵

节后再错峰回家，这几天留在上海

保证春节期间物流的正常运作。”位

于江湾镇的顺丰速运七浦片区快递

小哥陶超祥决定留在上海坚守岗

位。江湾镇街道党工委从“心”出

发，以第三市民驿站党群服务站为

试点，打造了功能齐全、服务到位的

“暖‘新’驿站”。日前，江湾镇街道

在驿站成立“快递小哥志愿服务工

作站”，并为“文明骑手营”志愿服务

队授旗。为了让小哥们在工作之余

感受到新年新气象，街道在给大家

送上新春祝福外，还请来了书画老

师为大家写春联、送福字，邮商联盟

的志愿者们也当场为小哥们拍摄制

作个人写真明信片，通过邮筒将满

载思念的家书寄送回家。

“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

家”“迎新春 送祝福 写福字”活动 1
月18日在四川北路街道新时代文明

实践分中心举办，深受周边居民的

喜爱。来自上海市书法家协会、虹

口区书法家协会的肖先生是区文化

馆的书法干部，平时一直投身社区

志愿服务。当天，他现场挥毫泼墨，

一手漂亮字写得洋洋洒洒，受到了

不少围观居民的点赞。肖先生告诉

记者，此前他还参与过春联进社区、

进医院、进工地的活动，所书写的春

联都赠送给一线工作者，感谢他们

一年的辛勤付出。街道新时代文明

实践分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街道

每年都会邀请社区党校、共建单位、

社区志愿者开展写春联活动，增添

节日气氛。活动后，工作人员将春

联赠送给社区居民，同时也会赠送

给过年期间坚守岗位的家政人员、

快递小哥等新业态、新就业群体。

上海的气温频频跌破冰点，大

街小巷迎新春的氛围却是红红火

火、热热闹闹。日前，在花园坊节能

环保产业园里，来自广中路街道书

画志愿者工作室、广悦书社志愿者

工作室、园区“赵汝飞”练字工作室

的老师们现场写春联和“福”字，赠

送给园区内工作者。同时，广中路

街道多管齐下，落实对新业态、新就

业群体的关心关爱。近日，在西江

湾居民区、金属居民区及菜鸟驿站，

持续为新就业群体、党员群众免费

赠送春联和“福”字。街道相关部

门、区域化党建单位等在春节前夕

为新就业群体、户外职工、医护工作

者送上暖心慰问，并将在春节假期

中举办多场针对户外职工、新就业

群体的活动。

本报讯（记者 耿小彦）日前，区委副书记、区

长吕鸣，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朱勤皓等区领导赴上

海警备区和部分驻区部队走访慰问，向广大部队

官兵致以新春的问候和祝福，并与部队同志座谈

交流，畅叙军民鱼水深情，共谋双拥发展新篇。

在上海警备区，吕鸣向部队官兵致以节日祝

福和诚挚慰问，并对上海警备区主动服务中心大

局，在疫情防控、维护安全稳定等急难险重工作中

提供的大力支持和关心帮助表示衷心感谢。在介

绍去年以来虹口区经济社会发展等工作情况后，

吕鸣表示，虹口区将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不

断强化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使命担当，一如既

往大力支持驻沪驻区部队建设，大力弘扬拥政爱

民、拥军优属的光荣传统，探索更有特色、更具亮

点的双拥共建品牌，切实为部队、为官兵送温暖、

办实事，深入推进军地军民深度融合发展。

警备区领导向虹口区长期以来对双拥工作、

部队建设给予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谢，表示警备

区将继续关注和支持虹口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

展，与虹口区持续深入开展共建活动，军民携手、

同心同德，共同促进军民融合发展，推动双拥工作

不断迈上新的台阶。

吕鸣等区领导还来到驻区某部队、海军某基

地，走访慰问部队官兵并与部队领导座谈交流。

吕鸣对部队长期以来关心支持虹口经济社会

发展、维护城区和谐稳定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

感谢。他指出，去年以来，虹口区按照中央、市委

和市政府决策部署，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以全力打造“上海北外滩、浦江金三角”为引

领，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实现高效

能治理。全区在经济建设、民生保障、旧区改造等

各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特别是随着新一轮规划

方案落地落实落细，

本报讯（记者 耿小彦）日

前，作为虹口区重点企业的中建

港航局“回家”暨新办公楼入驻仪

式举行，标志着这家企业正式回

迁虹口，并落址虞夏大厦。

中建港航局集团有限公司是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二

级子公司，2013年由全球最大综

合投资建设集团——“中国建筑”

和全球最大的港口企业 ——“上

港集团”共同发起组建。公司助

力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发展，

参与了北外滩汇山码头的建设，

在深耕国内市场的同时，在吉布

提、以色列、印尼等地的海外业务

也取得了突破性发展。作为虹口

区重点企业，为区域经济发展也

作出积极贡献，历年来多次获得

我区重点企业表彰，并积极参与

“企航北外滩”活动，为北外滩开

发建设建言献策。去年，中建港

航局财务资金部还获得我区新时

代奋斗先进集体。

公司落户虹口发展多年，期

间，虽然办公地暂时搬离虹口，但

区有关部门还是经常主动登门，调研公司发展情

况，帮助解决实际问题。特别是了解到企业有意

愿迁回虹口以来，更是落实专人、专业、专项的全

方位服务，通过从选址到装修各个环节密切联系

服务，最终使企业成功将新址搬迁至虞夏大厦，顺

利“回家”。而虞夏大厦所在的北

部功能区也正在以重点打造北中

环科创集聚带为抓手，完善创新产

业体系，

本区开展各类迎新春活动

文化送暖添年味 翰墨飘香送祝福

节前慰问送温暖 共建军民鱼水情以实干实绩打造中国式现代化重要展示窗口
虹口区委常委会召开2022年度民主生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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