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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初心肩负使命 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闵行区委与华师大党委联组学习举行

■

记者 方佳璐
9 月 23 日下午，“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闵行区委与华师
大党委联组学习暨区委常委会第四
次专题学习在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
区举行。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童
世骏，闵行区委副书记、区长倪耀
明参加学习研讨并讲话。华东师范
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王宏舟主持会
议。
会上，倪耀明指出，在艰苦卓
绝的长征途中，党和红军之所以能
几经挫折而不断奋起，历尽苦难而
淬火成钢，归根到底在于始终保持
着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崇高追求。没
有牢不可破的理想信念，没有崇高
理想信念的有力支撑，要取得长征
胜利是不可想象的。
倪耀明指出，就闵行而言，在
新的发展起点，建设品质卓越生态
宜居的现代化新城区的道路，充满
了机遇和挑战，也必将会遇到很多
困难和挫折。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首先要保持坚定的理想信念。理想
信念的坚定，来自思想理论的坚
定。要静下心、坐下来，原原本本
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通过学
习，坚定理想信念，接受思想政治
洗礼，认清重大使命职责，焕发出
干事创业的精气神。
倪耀明强调，面对日益激烈的
城市竞争、产业竞争、人才竞争，
决不能慢腾腾、笃悠悠，必须拿出
红军长征时那么一股革命热情和拼
命精神，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
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奋力把闵行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推向前
进。我们要立足闵行发展实际，树
立真挚的人民情怀，着眼于满足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加快社会事
业改革发展，全面提升民生保障水
平，重点解决“老小旧远”、就业等
民生问题，用心用情完善养老服
务，扎实做好幼儿托育服务等工
作，因地制宜推进老旧住房改造，
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让群众生
活得更方便、更舒心、更安全。
当天下午，联组学习小组还参
观了冯契学术成就陈列室，重温冯
契先生的一生和他所经历的那段上
个世纪中华民族和世界格局的大变
迁，深入了解冯先生是如何毫无畏
惧地担当起了历史使命，并且出色
地完成了与世界哲学对话任务的人
生历程，学习了冯先生集毕生之力
所创建的智慧学说的理论体系。
之后，联组学习小组聆听了华
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韩钢以
《守初心、担使命——从长征说起》
为题作的专题辅导。韩钢教授结合
丰富的史料，回顾了红军长征的艰
苦历程和红军百折不挠的革命精
神，深刻阐释了红军长征的胜利意
义重大、影响深远。华东师范大学
党委和闵行区委部分同志，联系思
想和工作实际，交流了学习体会。

“一座保山”进上海
本 报 讯 9 月 23 日 ，“ 一 座 保
山”上海•七宝旗舰店正式挂牌开
业，该门店位于闵行区七宝镇七宝
老街 （富强路 44 号），主营“一座
保山”品牌系列产品，包括核桃、
石斛、茶叶等来自保山各地的特色
农副产品。
“一座保山”是创立于 2018

年 9 月 20 日的农产品区域公用品
牌，由保山市远乡谷农业开发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负责品牌运营管理，
它将承担起区域农产品增值、农民
脱贫致富的重任。目前开设的“一
座保山”昆明、上海旗舰店做到了
将保山的“山货”带出“山门”走
向城市。
通讯员 吴来

机场线首幅钢筋笼在梅富路起吊

区交通委供图

机场联络线闵行段进展顺利
2024 年投运，两大机场衔接时间将缩至 40 分钟
记者 毛海萍
记者近日从区交通委重大办
了解到，上海轨道交通市域线机
场联络线工程 （西段） JCXSG-3
标的第一幅先行幅地下连续墙钢
筋笼成功起吊，历时 10 个小时后
成功就位。机场线首幅钢筋笼在
梅富路起吊，意味着开工以来闵
行段进展顺利，梅富路工作井按
照既定计划稳步推进。
梅富路工作井为本工程两条
区间隧道盾构机始发井，位于梅
富路东侧，春申塘北岸，工作井
深 36.36 米。工作井围护结构地下

连续墙厚 1.2 米，共计 58 幅。本先
行幅地下连续墙第一节钢筋笼长
48 米，宽 5 米，重约 110 吨 （含两
副 H 形钢接头），采用主吊 （400
吨 履 带 吊） 和 副 吊 （280 吨 履 带
吊） 双机台吊。
自 2019 年 6 月 28 日上海轨道
交通市域线机场联络线工程 （西
段） JCXSG- 3 标 正 式 开 工 以 来 ，
经过 2 个多月的奋战，建设单位完
成了 363 幅地下连续墙三轴搅拌桩
加固施工，330.5 米的地下连续墙
导墙施工，确保地下连续墙施工
按时顺利进行。
据悉，该线正线全长 68.6 公

里，从虹桥枢纽站出发经过沪杭
铁路外环线、七宝、华泾、三
林、张江、迪士尼、浦东国际机
场等重要地区，最后达到上海东
站，沿线设站 9 座。工程采用国铁
标准，设计速度目标值 160 公里/
小时，采用高架、地面和地下结
合的敷设方式，以地下为主。工
程计划 2024 年建成投运，届时虹
桥和浦东两大枢纽间预计中转运
行时间在 40 分钟之内。
据悉，近期市政府开展专题
推进工作会议，要求进一步加快
机场联络线的建设，尽快投入运
行。

我区召开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推进大会

优质文创载体不断涌现闵行
闵行区市级文创载体（11 个）

记者 方佳璐
魅力文创，精彩生活，闵行
区首届文创购物节近日开幕。作
为 2019 闵行文创购物节的重要活
动之一，9 月 20 日下午，闵行区
召开 2019 年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推
进大会，为文创购物节打响第一
炮。
近年来，闵行区文化创意产
业稳步增长，逐渐成为经济增长
中的新亮点和新动能。去年，闵
行区文化创意产业实现增加值
250.84 亿元，同比增长 10.1%，增
速较上年同期提高 2.7 个百分点，
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12.5%，较上
年末提高 0.6 个百分点，经济比重
再上新台阶。
为更好更快地推动文创产业
发展，闵行将文化创意产业列为
闵行区“4+4”重点产业之一，并
出台 《闵行区加快推进文化创意
产业发展若干意见》《闵行区文化
创意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2018-2020 年）》《闵行区特色文
化创意产业园区认定管理办法》
等一系列规范性文件。

中国（上海）网络视听产业基地

紫星路 588 号

中版创意设计产业基地（IF 如果）

春东路 508 号

麦可将文创园

联明路 389 号

得丘礼享谷文化创意园

申富路 788 号

大树下新媒体创意产业园

程家桥路 168 弄 39 号

黎安展示产业园

莘福路 396 号

七宝老街民俗文化产业基地

浴堂街 7 号

上海云部落 TMT 产业园

颛兴东路 1313 号

老外街国际文创生活园

虹许路 731 号

台青创客家——海峡两岸青年创业基地

莘松路 380 号

虹桥德必易园

吴中路 1189 号

今年，闵行又出台了 《闵行
区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财政扶
持资金管理办法 （试行）》，一批
又一批的优质项目涌现并得到资
金扶持。据了解，仅在今年上半
年，闵行区申报市级文化创意产
业扶持资金项目共 199 个，在向市
文创办推荐上报的 76 个文创项目
中，有 31 个项目通过市级评审，
通过率为 40.7%，位列全市第三，
创历史新高。

在此次推进会上，闵行还为
区内的 7 家市级文创园区以及 6 家
新认定的区级文创载体进行颁
牌。据了解，闵行现有 11 家市级
文创载体。
未来，闵行将把牢文创产业
发展正确方向，在提升产业能
级，激发经济活力的同时，要服
务人民群众，满足文化需求；聚
焦重点，彰显文创产业发展区域
特色，打响闵行文创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