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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蔡丽萍）“支部建

在界别上，委员聚在党旗下，政治建

设摆首位，思想引领全覆盖”，浦东政

协“支部建在界别上”工作取得实质

成效。昨天下午，区政协举行“界别

党支部”揭牌仪式并召开界别工作会

议。市委常委、区委书记翁祖亮为区

政协界别党支部揭牌并指出，改革创

新是浦东开发开放的显著标识和不

竭动力，希望新区政协继续开拓创

新、加强探索，以更具创造性的改革

举措，为政协事业增光添彩，为浦东

改革开放再出发作出更大贡献。区

政协主席严旭主持揭牌仪式并参加

界别工作会议。

翁祖亮在揭牌仪式上表示，成立

界别党支部，是新区政协工作又一项

改革创新成果，对推动政协党建工作

向纵深发展，开创党建引领界别工作

新局面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浦东按

照市委市政府要求，正在全力推动改

革开放再出发，勇当新时代全国改革

开放和创新发展的标杆。大业需携

手，重任贵同心，浦东再出发需要政

协的积极参与。

翁祖亮指出，新区政协要进一步

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自觉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

头脑，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把党

的主张转化为各界别的共同思想基

础和行动共识。要进一步围绕中心

聚焦发力，围绕自贸试验区和科创中

心建设等国家战略，围绕打造世界级

产业集群和实施乡村振兴等重点任

务，发挥界别特色优势，推动界别委

员建睿智之言、谋发展良策。要进一

步加强自身建设，加强学习培训，强

化责任担当，通过自我教育、自我提

高、自我改造，不断增强整体素质，全

面提振“勇当标杆、敢为闯将”的干事

创业精气神。

界别是构成人民政协的基本组

织单元，是人民政协发挥重大政治作

用的基础。围绕界别工作，浦东政协

在健全组织、规范制度、加强指导、拓

宽渠道等方面推出了一系列创新性

的措施。近期，为贯彻落实区委《关

于加强新时代人民政协党的建设工

作的实施意见》精神，进一步完善区

政协党的组织建设体系，在前期试点

建立农业界别党支部、共青团青联社

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别联合党支部

的基础上，经区委同意，区政协全面

推广“支部建在界别上”工作，再建立

15 个界别党支部，一共 17 个界别党

支部或联合党支部。

据悉，为有效发挥界别作用，让

界别工作活起来、实起来、强起来，今

年 3 月，区政协党组开展了“支部建

在界别上”的创新试点工作，建立了

农业界别党支部、共青团青联社会福

利和社会保障界别联合党支部。经

过 4个月积极有序的探索实践，基本

实现“支部建在界别上，委员聚在党

旗下，政治建设摆首位，思想引领全

覆盖”的目标，界别党支部“政治上统

领、思想上引领、行动上带领”的作用

初步发挥，界别召集人的领导力、号

召力、凝聚力明显提升，界别工作“活

起来、实起来、强起来”的运行机制基

本建立。目前，浦东政协已形成包括

政协党组、机关党组、专委会分党组、

机关党总支、界别党支部在内完整的

组织架构。

严旭在区政协界别工作会议上

表示，要进一步坚持党对政协工作的

全面领导，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

领，坚持把思想建设放在重要位置；

要进一步明确界别工作在新时代的

新要求，强化界别意识，增强委员界

别归属感，依据界别类型和特色，分

类施策体现“专”字功能；要进一步打

造和优化界别履职新平台，建立学习

共享平台，拓展界别协商平台，完善

议政建言平台，优化提案履职平台，

打造互动交流平台；要进一步探索界

别工作新机制，重点处理好委员、界

别与专委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发挥好

专委会分党组对界别党支部的指导

作用。各界别召集人和专委会负责

人要深刻认识肩负的历史使命，扎实

组织开展好本界别、专委会的各项工

作，尽心履行好服务政协委员履职的

义务使命，不断推动浦东政协事业实

现新的突破。

揭牌仪式上，区政协副主席王

正泉宣读政协党组关于设立中共

政协浦东新区委员会界别党支部

的通知，区政协党组成员王小君在

区政协界别工作会议上作关于起

草《中共政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员

会党组关于界别党支部工作规则》

的说明。

区政协“界别党支部”揭牌 推动党建工作向纵深发展

开创党建引领政协界别工作新局面

本报讯（记者 蔡丽萍）市委出台《关于支持浦东新区

改革开放再出发 实现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以

来，区人大常委会积极贯彻落实，争取强有力法治保障的

同时，以支持首创突破为重点，及时作出重大事项决定，以

支持推动改革举措落实落地为着力点，认真履行监督职

能。

《若干意见》出台以来，新区人大主动加强与市人大的

汇报、沟通、协调，全力配合市人大开展《关于促进和保障

浦东新区改革开放再出发 实现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决

定》调研起草工作，并抓紧研究建立与市人大、区政府的沟

通对接机制，强化各专工委间的协同配合，努力凝聚起支

持浦东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强大合力。

对照《若干意见》50项改革举措制定分工表，区人大常

委会注重结合监督工作抓落实，积极开展深化“放管服”改

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专项监督，更加关注企业的感受度和

满意度，更加关注政策落实、制度创新的瓶颈，深入走访企

业、部门、街镇，了解需求、查找短板；组织开展常委会“大

会审议”和“分组审议”，为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共谋改

革良策；积极配合市人大开展《上海市社会信用条例》贯彻

实施情况执法检查、“巩固提升实体经济能级”50条和“促

进民营经济发展”27条政策落实情况专项监督调研，及时

就政策法规执行中的难点问题，向市人大作反映、提建议。

区人大常委会表示，下半年将紧扣《若干意见》要求加

强支持促进，特别是在开展科创中心核心承载区建设、司

法保障优化营商环境、台湾同胞投资权益保护等专项监督

中，在依法审查计划、预算、国有资产、审计整改时，更加注

重聚焦改革举措落实，更加注重从法治保障角度，明需求、

找症结、破瓶颈，努力实现监督与支持的有效统一，全力助

推浦东制度创新、攻坚突破。

同时，区人大常委会将建立健全法治保障常态化机

制，建立人大、政府“双牵头”机制，加强对法治保障需求的

及时收集梳理、定期沟通研究。进一步完善人大依法行使

重大事项决定权的操作办法和工作流程，不断增强人大决

定的科学性、民主性、法治性。全力配合市人大强化法治

保障，主动参与自贸试验区、科创中心建设相关立法活动，

以及经济领域行政管理职权下放后本市有关地方性法规

的梳理调整，及时反映浦东法治保障需求和立法修法建

议。

本报讯（记者 赵天予）一钩、一

拉，用单手就能完成的两个动作，帮

助减轻了在黄梅天里湿垃圾破袋的

负担。近日，由洋泾街道维多利华庭

小区保洁员顾庚芳设计制作的一款

“破袋神器”，在维多利居委辖区内全

部4个小区投入使用，彻底解决了居

民的破袋烦恼。

虽然大家都说它是好用的“神

器”，但这款破袋器的结构非常简单

——一节 30 厘米左右长的铝合金

管，一头加工成锯齿状，用于破袋，另

一头则安装了搭扣与螺栓，可将其牢

牢固定在湿垃圾桶上。居民罗阿姨

说，用上“破袋神器”后，只要用它勾

住垃圾袋上半部分，再稍稍用力往上

一拉，整个袋子就被“开膛破肚”，湿

垃圾一点不剩全部落入垃圾桶中。

“破袋神器”的发明者顾庚芳是

维多利华庭小区的保洁组长，平时就

擅长修补、优化手头的各种工具，动

手能力很强。顾师傅说，现在大家处

理湿垃圾时不再繁琐，轻轻松松就能

完成。

维多利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康华

表示，目前维多利华庭小区内的湿垃

圾桶，都已经安装了顾师傅发明的

“破袋神器”，居民区还将向辖区内其

他3个小区推广这款“神器”。

本报讯（记者 黄静）昨天，浦

东城管执法局组织执法人员，对“百

队行动”中开具《责令改正通知书》

的4家场所开展“回头看”行动。

位于蓝村路的某餐饮店因未按

要求设置容器、设施，于 7 月 2 日被

城管责令改正。昨天上午，执法人

员复查发现其已整改完毕，在大厅

设置有四类垃圾桶，厨房内设置干、

湿两类垃圾桶，并且能正确进行投

放，总体整改情况良好。

在“回头看”行动中，执法人员

还进行了巡查。记者从浦东城管执

法局政策法规处了解到，目前浦东

城管执法局还是按照“先单位后个

人、先物业后居民”的工作原则，逐

步推进生活垃圾分类执法工作。

“我们一方面会加大对管理责

任人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主要包

括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物业公

司、公共场所管理单位等；另一方

面，对个人出现的干、湿混投等违法

行为，主要是采取‘惩教结合’，通过

‘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柔性执法

方式，逐步让市民养成生活垃圾分

类的好习惯。”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浦东城管执法局表示，市绿化市

容部门已制定分类收集容器设置规

范，并向社会公布。收集容器的颜色、

图文标识应当统一规范、清晰醒目、易

于辨识，因此鼓励公众设置颜色和图

文标识符合规范要求的垃圾桶。
本报讯（见习记者 张诗欢 记

者 许素菲）昨天，市商务委和本市

家电行业的“一台三会”带领本市主

要的家电零售、家电维修企业走进

社区，推广家电维修行业“正规军”。

位于金桥国际商业广场的浦

东分会场，浦东商业联合会在浦东

新区商务委的指导支持下，设点开

展社区宣传，一份份“官方认证”的

《上海家电维修服务信息》和《浦东

新区家电维修服务行业推荐名单》

被同时发放给附近居民。

去年夏季，上海家电维修行业

首次实施联勤联动举措，发挥

962512上海家电服务热线平台的统

筹协调能力，效果明显。今年，行业

内将继续采取此项措施，确保完成

市场保障任务，将服务响应时间有

效缩短至40小时之内。市商务委同

时更新公布了本市各个区域507家

正规家电维修服务企业名单，其中

浦东94家。消费者可以通过12345
市民热线、市商务委官网、962512上
海家电服务热线等进行查询。

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昨日，

为期 33天的第五届上海临港海洋

节在临港落幕。本届海洋节从世

界航海日开始，围绕“扬帆海洋，拥

抱未来”主题，涵盖海洋文化、海洋

娱乐、海洋产业三大板块活动，开

展了共计33项活动，展现了临港发

展海洋产业的信心。

昨天，第三届上海临港海洋智

能装备高峰论坛举办。论坛以“无

人海域、智慧领航”为主题，围绕海

洋互联网发展、海洋信息技术发

展、海洋关键装备应用及水下机器

人行业等，邀请了众多专家、学者

展开讨论，促进行业交流，加强深

化合作，促进海洋智能装备升级

等。活动中还包括了专题论坛、装

备展示等内容，旨在进一步推动海

洋领域“产、学、研”交流、互动，集

中展示上海临港最新海洋科技产

业成果。

上海临港海洋高新技术产业

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剑介绍：

“今年海洋节的规模和影响力比

过去有了很大的提升。在海洋产

业方面，重点布局了海洋高端装

备研发与转化功能型平台，还成

立了长三角新能源船舶技术创新

联盟等，这些都将推动上海乃至

长三角地区在海洋经济发展上的

联动。”

本届海洋节也全面展现了全

民参与和享受海洋文化的浓厚氛

围，举办了 15项海洋文化活动和 9
项海洋娱乐活动。同时，清滩活

动、海堤公益墙绘等活动为市民普

及了海洋环保意识，水下机器人科

普、海洋知识竞赛等引领青少年了

解海洋文化。

依托临港海洋节，临港将继续

全力推动临港海洋事业发展、打响

临港海洋品牌、扩大海洋影响力，

通过技术交流、产业对接、文化传

播、旅游培育，逐步将海洋节打造

成为特色节日品牌和推动海洋事

业发展的有力抓手。

小小“破袋神器”提供大便利

浦东开展垃圾分类复查行动

家电维修“正规军”公布

扬帆海洋 拥抱未来
第五届上海临港海洋节落幕

全力保障浦东改革开放再出发
实现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跨越

区人大常委会积极
贯彻落实《若干意见》

本报讯（记者 曹之光）昨晚，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举行

2019/20演出季发布盛典。全年 109台 158场演出将分为

“大片时代”“乐坛翘楚”“致敬经典”“舞光十色”“跨界潮

流”五大板块，融合交响乐、舞蹈、戏剧、戏曲等多种艺术形

式。新演出季还将打响“艺展合一“的理念，未来的东艺将

逐步策划各类画展、雕塑展、摄影展，打造成为一个更加多

元化的艺术平台。

昨天走进东艺的观众，不断因焕然一新的内部布置发

出惊叹。在进门最显眼的位置，陈放了著名建筑设计师俞挺

打造的大型互动装置。二楼环廊上，全年的精彩剧目海报交

错悬挂。

一如发布会现场的“跨界多元”，东艺新演出季内容也

将中外名家并举，古典流行兼顾。9月 12日至 15日，被誉

为“俄罗斯芭蕾新名片”的圣彼得堡艾夫曼芭蕾舞团，将以

两部舞剧作品为新演出季开幕。观众不仅能重温三度来

沪的《安娜·卡列尼娜》，还可品鉴根据陀思妥耶夫斯基同

名小说改编的芭蕾舞剧《卡拉马佐夫兄弟》。

中国原创舞剧同样阵容强大。11月7日至10日，来自

中国台湾与大陆的两大知名舞团——云门舞集与陶身体

剧场将同台献演。而参评今年“文华大奖”的广州歌舞团

舞剧作品《醒狮》，中央芭蕾舞团的舞剧《过年》，香港芭蕾

舞团改编自《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作品《大亨小传》等，都将

竞相绽放。

在舞台剧方面，凭《都挺好》中“苏大强”一角走红的倪

大红，将在明年5月主演明星版话剧《银锭桥》。此外，日本

小说家东野圭吾作品改编的舞台剧《放学后》《黎明之街》

《嫌疑人X的献身》；奥斯卡作曲家亚历山大·德普拉特根

据川端康成小说创作的室内歌剧《无言》；芬兹帕斯卡剧团

《华丽梦境，给契诃夫的一封信》等也将一一登台。

细数新演出季中的世界级名团，打响头阵的便是10月

27日、28日登台的维也纳爱乐乐团。11月，俄罗斯最古老

的乐团——马林斯基交响乐团，将演绎柴可夫斯基晚年的

交响巨作。而在明年 2月，波士顿交响乐团将演绎莫扎特

和贝多芬的钢琴协奏曲。

此外，在上一个演出季中大放异彩的“奥斯卡获奖音

乐大赏·电影交响音乐会”，将于明年1月初续写“新章”：由

保加利亚爱乐乐团演绎《星球大战·帝国反击战》音乐。

看戏观展尽享艺术盛宴

东艺发布新演出季
“完整菜单”

“破袋神器”，好用！ □见习记者 黄日阅 摄

在浦东分会场，居民领取正规家电维修企业名单。□见习记者 黄日阅 摄

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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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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