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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邵珍 唐玮婕

党建服务中心，“上海之巅”里的地标
最新的理念、最潮的设计，深嵌城市生活“贴肉”服务点

让党建服务深刻融入
城市肌理和人们日常

陆家嘴金融城党建服务
中心可以被视作上海基层党
建的形象缩影 。 上海拥有
“1＋16＋214＋20000”， 即 1

个市党建服务中心 、16 个区
级党建服务中心、214 个街镇
社区党建服务中心和 2 万余
党建服务站点的阵地体系。 党
建服务平台从选址到运营都
不断求新求变，它们既是极具
亲和力的城市景观，更是深嵌
城市生活的“贴肉”服务点

11 月 6 日，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了

位于中国第一高楼———上海中心大厦

里的陆家嘴金融城党建服务中心。

自从 2016 年 6 月 30 日揭牌以来，

陆家嘴金融城党建服务中心获得的关

注就远远超过一个党建服务基层站点

所能有的预期———这个 “上海之巅”里

的党建服务中心代表了上海城市基层

党建最新的理念、最潮的设计，它让党

建服务深刻融入城市的肌理和人们的

日常。

党建服务站点都能做成城市地标，

大概这就是上海的神奇之处。

上海中心大厦拥有世界最快的超

高速电梯，它轻盈托举，把人送入 22 楼

的弧形空中花园。 视线向外，那些常常

为上海“代言”的摩天大楼仿佛咫尺之

遥。 沿窗一圈白色沙发，高高低低几丛

绿植，又明亮又养眼。 党建服务中心被

分隔成几个区域：会议室、展示厅、读书

角、健身区的能量单车和跑步机一排展

开，传递出的气息是动感的，也是紧张

的。 任何角落都能成为小型展区，亮出

楼宇白领的手工、绘画作品———那些往

往跟公益慈善活动有关。

人们能在这里观察到上海经济最

活跃的细胞。 众多不同所有制、不同行

政隶属关系的企业在风云变幻的商海

竞争，五湖四海的白领为中国的今天和

明天奋斗。 基层党组织能为他们做什

么？ 作为上海乃至全国的金融高地，能

不能尝试让党群工作与金融城建设有

机融合？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综合党委为

此思虑良久， 最终引入社区共治理念，

使之成为党组织连接社会、 服务社会、

凝聚社会的节点。 “我们从白领需求出

发设定党建服务平台的功能，制定了三

张清单：区域内企业、党员和群众在政

治、工作、生活、环境、文化、公益方面的

需求清单；政府、驻区单位、非公企业、

社会机构的资源清单；然后通过区域党

建联席会， 将需求与资源精准对接，形

成项目清单，以项目化运作方式服务企

业、服务白领。 ”上海自贸区陆家嘴管理

局副局长、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综合党委

书记薛英平此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如果平台能让白领和企业产生获得感，

凝聚力自然而然便有了。

陆家嘴金融城党建服务中心可以

被视作上海基层党建的形象缩影。上海

拥有“1?16＋214＋20000”，即 1 个市党建

服务中心 、16 个区级党建服务中心 、

214 个街镇社区党建服务中心和 2 万

余党建服务站点的阵地体系。党建服务

平台从选址到运营都不断求新求变，比

如很多新的平台在 G60 科创走廊、环滨

江区域功能地带落成，它们既是极具亲

和力的城市景观，更是深嵌城市生活的

“贴肉”服务点。

■本报记者 钱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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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关口，习

近平总书记对上海各方面工作给予

肯定， 同时提出 5 个方面的工作要

求，希望上海继续当好全国改革开放

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勇于挑最

重的担子、啃最难啃的骨头，发挥开

路先锋、 示范引领、 突破攻坚的作

用，为全国改革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总书记睿智的部署、殷切的嘱托，为

上海新时代改革开放再出发指明了

前进方向， 为追求美好生活带来了

无穷力量。

上海是一座有着特殊使命的城

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上海在党和

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

位， 做好上海工作要有大局意识、全

局观念，在服务全国中发展上海。 上

海是中国共产党梦想启航的地方，是

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是长三角

地区合作交流的龙头，是改革开放的

前沿阵地。 新时代，上海要服务全国

发展， 代表国家参与国际合作竞争，

开展一切工作， 都必须提高政治站

位， 始终坚定追求卓越的发展取向，

始终面向全球、面向未来，对标国际

最高标准、最好水平，加快提升城市

能级和核心竞争力。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

开放是上海最大的优势。上海

之所以发展得这么好，同其开放品

格、开放优势、开放作为紧密相连。

从第 30 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

咨询会议、 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

2018 浦江创新论坛 ， 到首届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 ；从 “上海扩大开

放 100 条”，到“促进民营经济发展

27 条 ”、 “鼓励药械创新 32 条 ”、

“文创 50 条”……开放、创新、包容

已成为上海最鲜明的品格。 这种品

格是新时代中国发展进步的生动写

照。贯彻开放发展新理念、增创开放

型经济新优势、 构建全面开放新格

局，更好为全国改革发展大局服务，

扩大开放是新时代上海发展的必由

之路。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 牢牢

把握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 按照习

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要求， 坚定改革

开放再出发信心和决心 ，发扬 “海

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

谦和 ”的城市精神 ，着力打造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我们有信

心，我们有能力，我们将不负重托，

不辱使命！

世界将看到，新时代的“上海故

事”最华彩的乐章正在展开！

■本报记者 王嘉旖
通讯员 齐传彬

在虹口区市民驿站嘉兴路街道第一分站托老所， 老人们正在工作人员指

导下从事手工艺品的制作。 本报记者 刘栋摄
位于上海中心大厦 22 楼的陆家嘴金融城党建服务中心， 为区域内企业、

白领提供就近便利的服务。 本报记者 袁婧摄

习总书记来看我们的市民驿站了！

爽朗的笑声给了社区服务最生动注脚：帮助老百姓解决问题

闻得到邻里家常“烟火气”

也可以与艺术不期而遇

市民驿站，是百姓家门口
的服务站。 嘉兴路街道这个
小小驿站自建成后一直人气
颇旺———它面积不大， 却能
容纳各类人群的个性化需求。

吃饭、诊疗、唱歌、手工……

人们想得到和想不到的功
能都被集纳在了这个市民驿
站中，可谓“麻雀虽小，五脏
俱全”。 在满足物质需求之
余， 居民们还可以在这里涵
养身心

11月 6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虹口区市民驿站嘉兴路街道第一分站。

市民驿站， 是百姓家门口的服务

站。 嘉兴路街道这个小小驿站自建成

后一直人气颇旺———它面积不大，却

能容纳各类人群的个性化需求。吃饭、

诊疗、唱歌、手工……人们想得到和想

不到的功能都被集纳在了这个市民驿

站中，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步入驿站， 不绝于耳的爽朗笑声

给了市民驿站最生动的注脚： 有人在

认真做着手工， 有人在与三两好友开

心攀谈，人们既可以在这里闻得到“烟

火气”， 也可以与艺术来一次不期而

遇。 目前，虹口区已建成市民驿站 35

个， 各街道至少拥有一个 800 平方米

以上的综合型驿站和若干专业型驿

站，市民至多只需步行 15 分钟，就可

享受到高品质社区服务。

家住嘉兴路街道的阿姨大妈们养

成了一个新习惯———排队买肉包子。这

些甚得阿姨大妈们欢心的肉包子并非

出自哪家著名饭店之手，而是来自嘉兴

路街道市民驿站第一分站的社区食堂。

去年 7 月， 这家社区食堂正式开

始运营，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这家食

堂就积攒了超高人气。性价比高，是不

少阿姨大妈们认准它的重要原因。 这

家社区食堂不仅舍得用料、份量十足，

其出品的肉包子每个仅售一块五，在

价格上极具竞争力。

社区食堂高性价比的背后， 是社

区治理的又一次创新。据了解，该社区

食堂属公建民营项目， 嘉兴路街道对

社区食堂的房租、 水电费等费用均给

予减免。此外，政府还对社区食堂出品

的菜肴规定限价，最大程度让利于民。

全科诊疗 、中医理疗 、化验 、拿

药……这些曾经要花费半天时间奔波

数公里才能解决的医疗服务需求 ，如

今居民们只需要走一趟家门口的社

区卫生服务站就能搞定。 位于市民驿

站右侧的社区卫生服务站， 人气可与

社区食堂比肩，它内设全科诊疗、中医

康复治疗、针灸、推拿、理疗、化验室及

药房等功能区， 每天还有三名全科医

生坐诊接待居民。 在这家社区卫生服

务站就诊的居民无不点赞：“可比以前

方便多了。 ”

在满足物质需求之余， 居民们还

可以在这里涵养身心。 位于市民驿站

二楼的休闲活动区， 是一方完全由居

民自主决定形式和内容的小天地。 专

长于不同领域的社会组织每周都会在

这里为居民提供绿植栽培、分享好书、

健康养生等活动。活动结束后，居民们

还可以为这些社会组织打分， 从而选

出更受居民喜爱的“明星项目”。

坚定信心决心，为全国改革发展作更大贡献
上海广大干部群众纷纷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既为上海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上海加油鼓劲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上海考察， 深

入企业 、 社区 、 城市运行综合管理中

心 、 高新科技园区 ， 就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大精神和当前经济形势 、 推进科

技创新 、 加强城市管理和社区治理进

行调研。

连日来， 一股振奋人心的暖流在上

海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心中激荡。 大家一

致表示， 总书记对上海的期望与嘱托 ，

既为上海发展指明了方向， 也为上海加

油鼓劲。 我们要在总书记讲话精神指引

下 ， 坚定改革开放再出发的信心和决

心， 加快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 ，

继续当好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 创新发

展先行者， 勇于挑最重的担子、 啃最难

啃的骨头， 发挥开路先锋 、 示范引领 、

突破攻坚的作用， 为全国改革发展作出

更大贡献。

楼宇里的信念
党员工作生活在哪

里，党组织就覆盖到哪里

在中国第一高楼———上海中心大厦

的 22楼， 陆家嘴金融城党建服务中心已

经成为众多党员心中温暖的 “家”。 集体

参与组织生活、 听一堂名人讲座、 中午

时分小憩片刻， 这里一直保持着高人气。

“总书记说， 基层党建既要发扬优

良传统， 又要与时俱进， 不断适应新形

势， 拓宽基层党建的领域， 做到党员工

作生活在哪里、 党组织就覆盖到哪里 ，

让党员无论在哪里都能找到组织找到

家 。 这对我们来说是极大的勉励和鞭

策。” 上海自贸试验区陆家嘴管理局党

组书记、 局长张宇祥说， “我们要认真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 进一步在楼

宇党建这个前沿阵地不断探索创新， 更

好实现 ‘两新’ 组织党建全覆盖， 做到

组织全覆盖、 工作全覆盖， 做到宗旨和

作用全覆盖。 紧紧围绕一流党建促一流

开发， 探索一条具有金融城特色的党建

引领区域发展新路子。”

“总书记的鼓励和关怀， 为基层党

建工作指明了方向， 更让基层党务工作

者坚定了信心。” 作为一名民营企业的

党委书记，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张文杰倍感振奋， 他说： “建立

党组织有利于企业加强管理， 用党的思

想培育出更多优秀员工， 有利于推动企

业健康发展， 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我

们要不断凝聚年轻人加入党组织， 让这

支队伍注入更多新鲜血液。”

园区里的决心
不断增强科技创新的

紧迫感和使命感

作为上海科创中心核心区和国家级

科技高地， 张江科学城集聚了一批大科

学设施、 科学平台和一流创新型院所。

“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

刻影响着国家前途命运， 从来没有像今

天这样深刻影响着人民生活福祉 。” 总

书记提出的这两个 “从来没有” 让上海

的科研人员深深感到： 身上的担子更重

了， 动力更足了。

中国科学院院士 、 张江实验室主

任 、 上海微系统所所长王曦说 ， “我

们要以全球视野 、 国际标准推进张江

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 ， 加快世界

一流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建设 ， 集

聚越来越多全球最优秀科技工作者 。

通过落地实施科技创新的战略部署和

政策措施 ， 释放科学家更多原创力 ，

让上海真正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

创中心。”

“我强烈感受到习近平总书记对于

国家自主研发、 独立创新的科研工作的

高度重视。” 上海科技大学信息科学与

技术学院党支部书记周宇表示， “作为

高校科研人员， 我们要肩负起总书记的

期许， 既要不断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

和使命感， 在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

研究， 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的道路上坚定

不移地走下去， 同时也要做好科技创新

人才的培养工作， 力争为国家的科学事

业做出更大贡献。”

社区里的共鸣
人人参与、人人负责、

人人奉献、人人共享

生活垃圾分类关乎人民群众生活品

质和城市生态环境。 虹口区市民驿站嘉

兴路街道第一分站党建服务站站长雷国

兴回忆，6 日那天，来自居委会、辖区企业

等各方面的社区骨干正聚在一起交流推

行垃圾分类的经验体会时， 总书记走进

了党建活动室 ，“大家都情不自禁地鼓

起掌来，气氛非常热烈！ ”青年志愿者陈

鹏翔介绍了志愿者参与社区垃圾分类

的情况，并表示参加公益活动已经成为

年轻人的新时尚。 总书记强调 ，垃圾分

类工作就是新时尚！ 垃圾综合处理需要

全民参与，上海要把这项工作抓紧抓实

办好。

加强社区治理， 既要发挥基层党组

织的领导作用，也要发挥居民自治功能，

把社区居民积极性、主动性调动起来，做

到人人参与、人人负责、人人奉献、人人

共享。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激励着大家在

岗位上继续努力奋斗。 如何让推行垃圾

分类这门“绣花功夫”针走民心，为已经

取得的来之不易的成绩持续加分？ 这几

天，街道各部门、居委会、辖区企业等纷

纷展开脑力激荡。 党建服务站中 ，年轻

人商议在辖区企业白领中倡议自带筷

子，减少使用一次性筷子，实现垃圾减量

从源头做起；社区里，街道 、居委会干部

们探讨精准“施针”，提升社区治理的软

实力……热烈的讨论中，各种 “金点子 ”

频现。

“总书记很亲切，就像自家人一样。 ”

市民驿站的日间照料中心里，喻昌珠、夏

娟娟等几位老人正坐在一起， 你一言我

一语重温和总书记交流时的情景。 86 岁

的王永年是独居老人，吃饭、洗澡，常人

眼里的日常正是最困扰他的难题。 自从

街道市民驿站的日间照料中心向老人敞

开大门， 王永年和那些曾经的老大难问

题“挥手再见”，生活幸福指数节节攀升。

6 日那天， 他激动地握着总书记的手，讲

述自己的幸福晚年，“总书记非常关心阿

拉老年人，我们感到很幸福。 ”

嘉兴路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张宁说 ，

街道共设置了五个市民驿站， 将党建服

务站、日间照料中心、社区食堂、家庭医

生诊所等融为一体， 满足居民特别是老

年人的各种需求，“听了总书记的讲话 ，

我们更加信心满满！ 下一步，我们要向更

高标准、更好水平努力，把家园建设得更

加美好。 ”

陆家嘴金融城党建服务中心以构建金融城党建新格局为切入点， 以服务凝聚白领青年人才。 图为党员们进行集体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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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