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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商业合同 先立廉政合约
浦东“两个合同一起签”模式推及外国公司
本报讯 （记者孙晓玲 通讯员蔡
顺国）前不久，法国航空公司与中国商
飞公司签下商业合同的同时，还签署
了一份廉政合同。这种由浦东检察院
首创的“两个合同一起签”的模式，不
但被前来浦东招投标的国内公司所熟
悉，也开始让外国公司称赞
“这个发明
有意思”
。

完善管理制度杜绝违法行为等。否
则，
商业合同免谈。前不久，
与商飞公
随着大飞机、迪士尼等项目落户
司签约的法国航空公司就成为了首个
浦东，前来参与投标的外国公司也要 “吃螃蟹者”
。
“入乡随俗”——在签署商业合同时，
这份廉政合同一开始让法国老板
还要签署一份浦东检察院首创的廉政
很惊奇：
“全世界都没有一笔买卖要签
合同，内容包括承诺过去没有行贿受
两份合同的！廉政合同是什么合同？”
贿记录、经营期间廉洁自律、建立一套
经过反复解释沟通，他们逐渐接受。

签项目，先立廉政书

双方在巴黎订立合同条款时，法航的
负责人逐条阅读，
不断就细节发问，讨
论得十分认真。最终，双方在这份双
语版的廉政合同中约定了如下内容：
乙方不得向甲方工作人员赠送礼金、
有价证券和贵重物品等；甲方不得以
任何形式向乙方索要和收受回扣好处
费等。
（下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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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5”特别重大火灾
事故处理决定公布
>>详见 3 版

国务院正式批复

黄浦与卢湾合并
姜樑昨会见博斯公司
首席执行官贝纳杰等

嘉年华又来了
地点：世博园

时间：7 月 23 日至 10 月 30 日

演 练

>>详见 13 版
□本报记者张琪

浦东气象预报
6 月 10 日 23℃∽26℃ 阴有阵雨或雷雨
6 月 11 日 22℃∽27℃ 阴有时有阵雨
转阴到多云
6 月 12 日 22℃∽27℃
多云转
阴有时有阵雨
6 月 13 日 22℃∽27℃
多云到阴
有时有雨

浦东新区气象台 6 月 9 日 11 时发布

温馨提示

浦东今起入梅
今天，浦东正式入梅。未来数
日，浦东将维持阴雨天气，最高气
温也在 30℃之下。
□记者黄静

6 月 8 日 15:02，靠近陆家嘴江边
的一个
“地铁站”
突然冒出白烟！紧接
着，
“地铁站”
里跌跌撞撞地跑出大量
伤员！消息迅速传到上海市卫生局应
急指挥中心，
15:07，
5辆先进的救援车
辆已停靠在现场，
需要就地手术的伤
员被抬上手术车，
现场急救后需要入
院治疗的伤员被抬上转运车……与此
同时，
突发事件造成的废墟上，
携带生

命探测仪、
破拆、
顶撑等专业工具的医
护人员，
已在废墟下找到了伤员……
“上海的表现，让我们对城市突
发事件有了信心。”国务院应急管理
专家组专家刘铁民在演习结束时作
了点评。原来，
这是一场高仿真的模
拟演练，
假设在某个闹市区的地铁口
发生了爆炸，
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建
筑倒塌。受到检验的，
则是以东方医
院为代表的上海医务救援人员。上
海市副市长沈晓明、
新区副区长张恩

迪，
以及国务院应急指挥中心有关负
责人现场观摩了演习全过程。
据悉，
在此次演习中发挥威力的
5 辆亚洲最先进的应急救援车，是浦
东新区为上海世博会保障专项拨款
购置的。以此为硬件基础，
由东方医
院为主组成的
“上海市卫生应急救援
队”，正努力打造成为一支具有国际
化水准的国家级卫生应急救援队。
图为短短 5 分钟，各方应急救援
人员已赶赴现场。 □记者张弦/摄

服务为本：
“各色”居民融为一家
——浦东街镇创新社区管理系列报道之三
编者按：陆家嘴的高楼很现代，
陆
家嘴的生活很现实。面对高级白领和
平民百姓，陆家嘴社区善于创新社会
管理，硬是让两拨人没有“两边分”
，而
是融合融通，
好似一家。
陆家嘴的一大创新，就是政府因
人而异、因地制宜地做好个性化服务，

□本报记者张琪
舞台上，两支表演方队的歌舞剧、
戏曲唱轮番上阵，
高潮迭起；
舞台下，
两
大助威阵营的加油声、喝彩声此起彼

找准载体
使各种“界别”
的居民都能享受到个性
化的服务；第二大创新，
就是以服务为
本，找准了“文化”这一大众化载体。
文化无国界，更无界别，以文化为媒，
居民就有了广泛的“交友平台”，有了

这个平台，
就有了融合融通的桥梁。
浦东开发开放，海纳百川，在各街
镇社区里，一定会有更多的“三教九
流”。陆家嘴经验告诉我们，外企高管
也好，小商小贩也好，社区管理只要以
服务为本，
找准载体，
“各色”居民照样
能够融为一家。

伏，热闹万分。在陆家嘴，常有社区居
民和从业白领共同参与的文化活动。
“今日陆家嘴，无论是社区居民还
是从业白领，都相互视为一家人。”陆
家嘴社区（街道）党工委书记吴安桥

说：这局面主要是街道坚持以服务促
进管理、以文化促进融合而取得的。
如今，这里有 14 个市级文明小区、7 个
区级文明小区，文明小区的覆盖率达
到 70%。

纪念建党 90 周年

上海改革开放与党的建设
研讨会在浦东举行
本报讯 （记者洪浣宁）昨天，
上海
纪念建党90周年·改革开放与党的建设
研讨会在浦东举行。与会专家表示，
浦
东许多党建工作的举措都创全国先河，
如提出
“一流党建促一流开发”
、
推进楼
宇党建，
设立阳光驿站等。新时期，浦
东党建更是自觉承担起了用一流党建
促一流开发，
促进社会进步的责任，具
有高度的前瞻性和主动性。
上海市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杨振武
到会讲话指出，
改革开放不仅带来了党
和人民事业的大发展，
而且促进了党的
建设不断创新，
极大地增强了党的创造
力、凝聚力和战斗力，
使党的面貌发生
了历史性变化。同时，党建的不断创
新，通过联系基层、服务群众、凝聚人
心，
有力地支持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他
还强调，
要直面现实挑战，
深入思考研
究提高党建工作科学化水平、
努力构建
区域化党建、
有效开展群众工作平台等
三大课题。
上海市政协副主席、
浦东新区区委
副书记、区长姜樑作主旨发言。他说，
浦东着眼于增强党的组织建设的适应
性，
坚持
“开发建设到哪里、
党的组织就
建到那里”；着眼于增强党的工作的针
对性，
努力把党的工作做到各阶层各领
域，
做到代表未来、代表先进生产力的
人群中；
着眼于提高执政能力和保持先
进性，坚持用火热的事业聚人、开发的
实践育人、科学的机制选人，不断激发
党员干部
“闯”
和
“创”
的激情勇气；
着眼
于增强新形势下做好群众工作的长效
性，
不断强化各级组织和党员干部的群
众观点、宗旨意识，
努力提高新形势下
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
（下转 3 版）

服务为本开出
“良方”
陆家嘴，浦东开发开放的前沿阵
地 。 如 今 ，80 余 幢 商 务 大 厦 拔 地 而
起，25 万从业人员蜂拥而来。百川汇
流，
这里的社会形态日趋多元。
新的态势，给社区管理带来了新
课题。怎么办？先调研。街道领导纷
纷“沉”基层，一个个问题便“浮”了上
来：楼宇“两新”组织党组织机构不健
全，给从业党员带来诸多不便；白领缺
少食堂，吃饭成了问题；从业人员心里
有
“疙瘩”，却无处
“诉苦”……
面对一个个问题，街道决定对症
下药开“方子”：在楼宇首创“阳光驿
站”，提供办理党员组织关系、组织学
习教育；投资兴建社区配餐中心，解决
老人和白领的吃饭难题；设立律师志
愿者工作室，
化解居民
“心结”……
（下转 3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