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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江张江张江

概况
张江镇地处浦东新区腹地，位于

上海城市交通主轴（地铁二号线）和

“一江三桥”（张江、高桥、金桥、孙桥）

科技产业走廊的交汇点，东接川沙新

镇、唐镇，西临花木、北蔡，南与康桥镇

接壤，北与金桥镇相依，区域面积

42.1平方公里，下辖36个居、村委（其

中居委会27个、村和村改居9个），现

有常住户籍人口71310人、外来人口

86376人。

近年来，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

导下，坚持“立足率先、主动融合、加快

转型、合作共赢”的十六字工作方针，

全镇经济社会各项事业保持了全面、

快速、协调发展。

张江是聚焦之镇。张江镇是主动

接受张江高科技园区辐射、延伸产业的

重要腹地，承担着在服务中求发展、在

发展中重服务的重要任务，为园区在前

期开发、社区管理、社会稳定等方面发

挥了积极作用。在市委、市府“聚焦张

江”战略的强势推进下，张江镇主动对

焦、服务园区。坚持先行先试，积极破

解城乡两元结构难题。2004年完成了

“全员镇保”试点，2006年实施了村改

居试点，2007年推进了以城乡“四个一

体化”（基础设施一体化、就业保障一体

化、社会事业一体化和社区管理一体

化）为主要内容的新农村建设。2006

年6月1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视

察张江镇环东中心村，对环东中心村新

农村建设给予充分肯定。

张江是转型之镇。居住向集镇转

移，累计完成征地动迁2.4万多户，14

个村、157个生产队撤销建制，建设动

迁商品房202万平方米，居委会增至

27个。农民向居民转性，2004年全镇

11148名农民全部转为居民，实现了

“城保、镇保、综保（来沪务工）”三种保

障全覆盖，“农保”基本退出，非农就业

率达到96.18%。经济向三产转型，

2011年完成三业总收入360亿元，第

三产业收入完成284亿元，占全镇经

济总量的比重达到79%，经济发展能

级不断提升。服务向社区转变，在36

个居（村）委，形成了国际化社区、动迁

与商品房社区、村改居社区三种社区

类型，建成了以科技文化广场、紫薇公

园、广兰公园、体育中心、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等为标志的服务配套项目。

张江是创优之镇。围绕打造与一

流园区相匹配的核心生活区，以开展

各类创建活动为主要抓手，每年确定

一项重点创优工作，提升张江镇科技

人文素养。近年来，获得了国际安全

社区、全国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全国

环境优美镇、全国村务公开民主管理

先进乡镇、全国安全社区、全国社区教

育示范镇、05版上海市文明镇、上海

市科普示范镇、上海市先进基层党组

织、上海市群众体育先进社区、上海市

扬尘污染控制镇、上海市充分就业社

区、上海市禁毒工作示范社区等荣誉，

镇党委连续三次获得上海市“五好”镇

党委称号。

张江：转型中求创新 服务中保民生

举旗：创新党建形式

指引张江前进发展的永远是高擎的党旗。

2011年 2月，一项“推出十项具体举措，凝

聚百家驻区单位”区域党建主题活动，在张江

镇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这项活动是镇党委

不断加强和改进基层党建的重大举措之一。

“聚焦张江”战略实施后，如何把党的组织

建在经济社会最活跃的细胞上，把党组织的政

治优势转化为“聚焦张江”的战略优势，成为张

江镇党建的紧迫任务。

一个加强社区、社会组织、新经济组织和

流动党员党建工作在内的“社会领域党建工

作”新概念很快应运而生。独立式、联合式、挂

靠式等建党模式，打破了传统的“一村一支部”

的格局，按居住链、产业链、行业链、项目链、事

业链等设置的基层党组织，就像根根红色的纽

带，连起了党和社区群众、驻区单位。在张江，

党员流动到哪里、产业发展到哪里，党组织就

建到哪里、党建工作的责任就落实到哪里，党

的作用无处不在。

“竖起来的社区”、“动起来的党建”，这是

对张江党建形式创新的形象化说法。

一个个党建联建平台搭进了工地、大楼，

一项项服务渗透到项目工程中。

中国商飞上海飞机设计院选址张江，仅半

年，张江镇就完成了 400多户居民、40多家企

业的动拆迁，创造了又一“浦东速度”，使得大

飞机这一国家重大建设项目超常推进，实现了

研发大楼提前 3个月开工、系统综合试验室项

目提前落成的目标。一期工程刚开工，张江镇

的党建服务就已送到工地——工地没有门牌

号，快递来的重要施工资料难以收到，镇里立

即与交警大队协商，一块临时门牌解了燃眉之

急；建设工人们很难吃上新鲜蔬菜，镇里联系

农副产品中心，每周三次送货上门……

“充分依托、积极参与、主动融合、努力服

务”，张江镇党委的这一理念，使得许多落户张江

的项目得到了超常规的发展，使得许多来张江发

展的人们感受到了当地党组织的温暖。

张江镇党委充分发挥党组织在各项工作

中的引领功能。“两看张江”、“四比四为”、

“双亮双比”等一系列活动的深入开展，激发了

基层党组织的活力，广大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

作用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划出“责任区”，组成“服务团”，亮出“承诺

牌”，这是韩荡居民区党总支在组团式服务中

的做法。党员们走家串户，上门聊家常，进屋

听诉求，解决村民们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

问题。“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两个月的时

间内，党员们走遍了村里所有的家庭。

曾在孙建路居民区担任党支部书记长达9
年的金标，是居民们的贴心人。面对四个居民

小区类型复杂，管理难度大的压力，他深入小

区走访，了解社情民意，及时、稳妥处理居民普

遍反映的问题。为孙桥花苑、黄浦花园安装电

子围栏，为虹御公寓楼道换装防盗门，向政府

和有关部门呼吁解决上水切换，使得近1800户
居民告别了低水压的困境，喝上了优质的上

水。居民们称赞说：“道路好了，环境靓了，我

们生活环境一天比一天好了，金标书记真是为

我们办了大实事。”

“走得进、坐得下、聊得上、谈得拢”。正是

由于党员干部们深入基层的服务，使得张江镇

的各级党组织赢得了民心，增强了党的社会凝

聚力，提高了党在居民群众中的威信。

惠民：办好实事工程

为民、惠民、富民，时刻把群众的利益挂在

心上，这既是广大群众的热切期盼，更是张江

镇党委、政府沉甸甸的责任。

一系列惠民工程的实施，提升了张江人的

幸福指数。

目前，张江的“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已经达

到 18900元，比 2006年增长 60.8%；五年来，建

成了江丰剧场、广兰公园、张衡公园，2个社区

公共运动场、6个农民健身家园、60处健身点等

文化休闲设施；完成了杨镇、香楠、春港丽园、

益丰新村等10个老旧小区53万平方米的综合

整新工程，古桐、长元、钱堂等居委61万平方米

的二次供水改造、农村低压水网改造和居民小

区雨污水分流改造工程，田园路、江欣等居民

区低压电网综合改造工程，孙桥集镇及周边区

域上水切换工程。对区域内部分老公房、老小

区进行了燃气改造和生活设施改建，有效缓解

了兰沁苑、孙桥花苑等13个小区的停车难和晾

晒难问题；新建了6个标准化菜场、4个置办酒

席“一条龙”场所、42个农村公厕，优化了 3条

公交线路、新建40个公交站点和25个候车亭；

农村社区实现公交线路村村通、生活垃圾桶装

化；完善各项促进就业政策，共培训 8053 人

（次），推荐上岗 7966人（次），非农就业率达到

96.4%，城镇登记失业率始终控制在新区下达

的指标以内；提高了大重病补助标准，区域内

各类社会保障（城保、镇保、农保、合作医疗）基

本实现全覆盖；慈善超市、张江第二敬老院、老

年日间照料中心等设施相继投入使用，新增养

老床位 169张。开展各类帮困送温暖活动，累

计走访慰问 25239 人（次），发放金额 1429 万

元。

从2006年以来，张江镇用于为民办实事上

的资金达到了7.2亿元。

数字是枯燥的，但事例却是鲜活的。

张江的路变平了。

江东路虽然仅长400米，但由于年代久远，

导致路面开裂，高低不平，雨天积水连片，给行

人带来不便。今年 2月，镇领导在社情民意调

查中听到了群众的呼声，决定投入资金予以改

造。埋设了直径 400毫米的排水管，设置了窨

井，翻建了混凝土沥青路面，一条平坦、宽敞的

新路展现在了人们的面前。

张江的灯变亮了。

科农路、沔北路、孙桥路南段三条道路以

往夜间光线暗淡、出行不安全。现在经过“亮

灯工程”，总长6公里的道路上共安装了248盏

美观、通亮的高杆路灯。

张江的电力稳定了。

田园、江欣两个老居民区的电线大多架设

于上世纪 70年代，陈旧老化，存在安全隐患。

居民迫切希望尽快改造电网。镇党委、政府迅

速投入 400多万元实施改造，调换了大功率的

变压器，更换了户外电线，设置了一户一表，还

在居民区增装了路灯。居住在这里的 5000多

居民纷纷说：“大热天，我伲再也不愁开不出空

调了，感谢政府的关心。”

张江的人更开心了。

自2005年以来，张江镇建立了老年人健康

体检机制，已有 7万多人次享受免费体检。今

年进一步放宽了体检年龄，还增加了甲胎蛋

白、癌胚抗原化验等两项体检项目，共有 1.1
万余名老年人受益。

在张江，各类失业人员得到了充分就业。

举行现场招聘会、开展就业指导讲座、建立青

年见习基地和托底安置基地等，形式多样的就

业援助，实实在在的举措，使得失业者找到了

适应自己的职业。

久久没有开出的公交车行驶了、久拖未决

的房产证拿到了、户口的问题解决了、水表改

造了……张江镇党委用一件件为民实事，以一

次次惠民实践演绎了一个道理：党员干部诚心

为民，群众就会真心向党。

育人：坚持文化引领

在喜迎党的十八大的日子里，一台原创大

型浦东山歌音舞组合《张江之韵》正在紧张排

练中，剧中的演职人员大都是当地农民合唱团

的成员。奚报国是浦东山歌队的指导老师，

三年来，他从组织人员到安排排练，事事都跑

在前面。他感慨地说：“共产党使我们过上了

小康生活，我们唱支山歌表表心情。”绚丽多姿

的群众文化成为张江镇喜迎十八大的一道亮

丽风景线。

文化育人，重在引领。张江镇党委认为，

群众文化建设是个系统工程，首要任务是发挥

先进思想文化的引领作用，自觉地用文化凝聚

人、引导人、激励人、塑造人。

经过多年的培育，张江镇的群众文化活动

日趋丰富，逐渐形成了中外家庭文化节、“三

桐”书画社、中心书场、“相约九号”等一批基层

文化活动品牌。五年开展送戏下乡 300多场

（次），还举办了“张江杯”全国中老年健身球操

交流活动、上海市第九届民间体育大会“张江

杯”劲鼓比赛等多项大型赛事。

这几年，张江镇组建了 120 余支群文团

队，涉及舞蹈、戏曲、合唱、摄影、书画、民乐、

健身球等 40多个艺种。他们活跃在区、市乃

至全国的群文舞台上，并屡屡获奖。更多的

是，作为普通百姓的他们走进村居、社区，为

普通百姓送去了精神食粮，丰富了群众的文

化生活。环东、沔北、劳动、韩荡等一批村级

文化广场，农家书屋、一元书场、健身苑点的

建设，为满足居民文化需求提供了广阔的舞

台。

在群文团队中，共产党员起到了骨干示范

作用。孙建路居委舞蹈队的党员顾丽华是队

里的骨干。一到晚上，她总是和老伴到广场上

教居民跳舞。同时，她还参加了金桐、江兰等

居委的舞蹈队。每当带着队员们伴随着“咱当

兵的人”、“山丹丹花开红艳艳”等乐曲的旋律

舞起来，她的心中充满了豪情。

一些干部说，居民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丰

富了，精神愉悦了，我们的工作也好做了。

张江是“园”中之镇。张江镇区域面积
中40平方公里处于国家级开发区——张江
高科技园区的整体规划范围之内，张江园区
因张江镇而得名，张江镇因张江园区而出
名。

近年来，张江镇党委、政府不断创新党
建形式、办好实事工程、坚持文化引领，把张
江这个“园”中之镇，建设成为经济繁荣、社
会文明、环境优美、生活幸福的宜居之家。

新建成的广兰公园成为居民们文化休闲的好去处。
□本报记者 徐网林/摄

张江镇组建的群文团队活跃在各个舞台上。
□本报记者 徐网林/摄

如今的张江镇已成为经济繁荣、社会文明、环境优美、生活幸福的宜居之家。 □费仁华/摄

每年张江镇都会举行迎新健康跑，吸引数千市民参加。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