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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干事 能干事 干好事
□江曾培

马克思说：“一步实际行动胜过一打

纲领。”这并非否定纲领的作用，而是强

调行动的重要。世界上的事都是干出来

的，纲领要通过行动才能变现，才具有实

际意义。否则，再多的纲领也只是一纸空

文。这与“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是完全

相通的。

近日举行的浦东新区区委三届六次会

议，特别提到加强执行力建设的问题。会

议指出，高度重视市委提出的“四个不适

应”和浦东“四个反差”的问题，研究制定加

强执行力建设的若干意见和执行力守则，

切实提高党员干部的执行意识和执行能

力。这就是说，要着力提高行动的能力，实

际工作的能力。全面深化改革，有效地解

决前行中的“不适应”“反差”问题。推动经

济社会和各项事业科学发展，既要有正确

科学的决策，更要有坚强有力的执行。“路

不走不到，事不为不成”。执行力是对终极

效果的检验，执行力的强弱和工作效果息

息相关。有委员在全会上说，回顾浦东开

发开放历史，什么时候执行力强了，什么时

候发展就会快。浦东要推进‘四个中心’核

心功能区和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提高产业

国际竞争力，胜利地实施发展战略，最重要

的是要加强执行力。

加强执行力，就要积极行动起来，真抓

实干，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精神推进

各项工作。俄罗斯作家克雷洛夫说：“现实

是此岸，理想是彼岸，中间隔着湍急的河

流，行动则是架在河上的桥梁。”没有“真抓

实干”这一“桥”，就永远达不到“理想的彼

岸”。真抓实干，勇于涉险犯难，不“怕”字

当头，不畏首畏尾，不遇事避重就轻，不碰

到问题绕道走，为了国家的强盛和人民的

幸福，敢于担当，鞠躬尽瘁，务求把事情做

好。这种肯干的精神，是加强执行力的思

想基础。

加强执行力，还要能干，增强干事的本

领。要努力提高政治业务水平，提升发现

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改变那

种照本宣科，只当“复印机”、“传声筒”、“二

传手”的庸懦形象。同时，积极发扬创造精

神，想别人所未想，见别人所未见，做别人

所未做，提出新见解，探索新办法，努力解

决常人或前人所未解决的问题，在推进改

革开放大业中求卓越，争一流。

提高执行力，对干部来说，就是要“行

胜于言”，想干事，能干事，干好事，在“干”

字上做出漂亮的文章，对人民的期望交出

满意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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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延 浦东报道

目前，上海市汽车整车产销量位

居全国第一、世界第六，随之带动的

汽车电子产业规模也已占到全国的

30%。据悉，去年上海汽车电子产业

产值达 900亿元，今年产值有望突破

千亿大关，无疑成为上海汽车产业中

新的经济增长点。

上述数据信息是从 2014（第六

届）汽车电子产业发展（上海）国际高

峰论坛透露出的。

推动汽车行业
重塑与提升

记者了解到，汽车电子是传统汽

车工业化结构调整与新兴智能化互

联融合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载体。一

方面，汽车工业将通过智能化、移动

互联、大数据等电子信息技术的应用

来实现行业的重塑与提升；另一方

面，汽车电子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

重要组成部分，在核心芯片、智能传

感、核心关键部件、嵌入式软件、车载

操作系统、新型显示、移动通信、车联

网等领域通过二化融合，体现其创新

技术的广泛应用价值。

当前智能汽车、互联网汽车已经

成为新的热点。苹果的CarPlay、谷歌

的Google Auto Link，实现了智能操

作系统手机与汽车的无缝链接。包括

特斯拉汽车在内汽车智能化的各种模

式，也都预示着互联网对传统汽车工

业的渗透。同时，汽车电子领域的关

注点，也开始在汽车轻量小型化、智能

化和电动化趋势的推动下，通过安全

驾驶辅助系统（ADAS）、自动驾驶、无

人驾驶、车联网与车载信息系统、电动

能源等最前沿的突破性技术，对汽车

产业链产生深远影响。尤其是汽车智

能化和车联网产业，已经成为国家电

子信息产业领域关注的重点。

发展汽车电子
浦东有基础有机遇

上海作为我国汽车工业的发祥

地，汽车整车的产销量已经跃居全国

第一和世界第六。而上海汽车电子

产业不仅产业链完备，产业结构和布

局完整，其科技水平和产业规模在国

内也具领先优势。

据介绍，上海汽车电子产业规模占

全国的30%，在车身电子、车载电子领域

的自主技术创新稳步推进，且开始布局

高端核心的汽车动力、底盘电子控制系

统的自主技术研发和产业化。

浦东方面，联合汽车电子和法雷

奥汽车电器系统是目前行业内的龙

头企业。其中，联合汽车电子在今年

前8个月的累计产值已达93.85亿元，

同比增长26.8%。另有一些从事车联

网及车载操作系统的中小企业也在

浦东悄然成长起来。

上海市经信委方面表示，本市汽

车电子产业将继续抓住机遇，坚持以

应用推动技术发展，以技术突破提升

产业能级，着力突破汽车电子核心领

域关键技术并提升产业化能力，推进

汽车电子产业与车联网、智能交通应

用协同发展。力争 2014年全市汽车

电子工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新版自贸区“负面

清单”中对于一般制造业的开放中，有

两条与汽车产业有关，均将矛头指向

了汽车电子。“一个是汽车电子总线的

网络技术，还有一个就是电子助力转

向系统的电子控制器，这两项的研发

和制造也是开放的。”自贸试验区经济

发展局局长王彬表示，自贸试验区的

改革开放当中，汽车产业这一块已经

有了若干的开放措施，“相信在明年或

者若干年后，随着一般制造业的开放，

汽车产业也会成为自贸试验区开放的

一个重点关注的领域。”

本市今年汽车电子产业产值有望破千亿大关

浦东龙头及中小企业均势头良好

■本报记者 黄静 通讯员 王开诚

近日，随着最后一榀U梁缓缓架设到位，

上海轨道交通11号线迪士尼段全线区间土建

结构也正式贯通。目前，所有车站土建基本完

成，累计铺设轨道12.3公里；3个车站装修施

工也已全面启动，机电系统触网和牵降变施

工进场，为明年通车试运营奠定基础。

11号线迪士尼工程（罗山路-迪士尼

乐园站）北接 11号线工程终点罗山路站，

之后向南沿 S3公路（罗南大道）的东侧行

至秀浦路，转向沿秀浦路往东直至迪士尼

乐园，线路全长约 9.15公里，设 3座车站，

其中高架站2座（康桥东站、横新路站），地

下站1座（迪士尼乐园站）。

据悉，11 号线迪士尼线开通后，广大

游客可以方便地通过轨道交通路网换乘进

入园区。

11号线迪士尼段
全线结构贯通

■本报记者 黄静 浦东报道

浦东新区住宅小区出租房屋综合管理，将努力实现从

“治理群租”向“治好群租”转变。昨天，浦东新区住宅小区

出租房屋综合管理推进大会召开，并正式下发了《加强浦

东新区住宅小区出租房屋综合管理实施方案》。据悉，今

年全区的治理目标为清除“群租”户 50%，各街镇新增户数

为零。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吴福康，区委常委、副区长

卫明，副区长陆民等出席会议。

据悉，住宅小区出租房屋综合管理按照“条块结合、以块

为主、属地管理”的原则，通过源头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

预防、化解“群租”等矛盾纠纷，消除消防、治安等安全隐患。

目前，浦东新区成立了出租房屋综合管理工作联席会议，由区

委副书记、区政法委书记任总召集人，由分管住房、消防的副

区长任召集人，联席会议成员包括综治、房管、公安、税务、市

场监管、规土、城管、卫生计生、司法、民政、地区工委、法制、新

闻办等部门，主要负责指导、协调、推进全区的出租房屋综合

管理工作，研究全区出租房屋综合管理工作措施、办法，决定

有关重大事项。此外，在街镇层面，也对应建立本辖区住宅小

区出租房屋综合管理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记者了解到，经过前期排摸，截至8月底，浦东新区“群

租”户数约有1.3万户，涉及人数近9万人，整治任务非常艰

巨。同时，“群租”户人群多样，还存在房产黑中介、二房东等

问题，“群租”已形成市场产业链，由此带来了严重的治安、消

防安全等隐患。目前，各街镇已实施自查自纠，舆论造势，积

极引导当事人自我整改；针对不配合的当事人，已启动了相关

程序，为下一步集中打击奠定基础。 相关报道详见A3

新区昨日正式出台方案

打好“组合拳”治理“群租”

从外来妹到工会主席
——记上钢社区个私协会工会主席谢雅丽

浦东人物
谢雅丽，女，上钢社区个私

协会工会主席。1993年，高中
毕业的她来到上海闯荡，凭借
着自己的勤劳和善良，从一个
普通的“打工妹”逐渐成长为
“星级个体户”，并且始终不忘
回报社会。

■本报记者 章磊 浦东报道

位于成山路灵岩路路口的上钢

集贸市场内，有一个特殊的半成品

食品摊位，上面挂着多面奖状和锦

旗。摊位的主人是谢雅丽和她的爱

人陈贵鑫。提起这对夫妇，来集贸

市场买菜的人都是交口称赞。

赞誉，源自谢雅丽夫妇俩多年

的诚信经营，明码标价、秤平斗满、

童叟无欺。不仅是坚持诚信经营，

谢雅丽夫妇还把顾客当作自家人：

下雨天，他们会主动借伞给顾客；大

热天，他们还专门在冰柜中准备了

冷饮，遇到年纪大或身体不适的顾

客，就送上冷饮让他们喘口气。

夫妇俩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

定，凡遇到经常去摊位买菜的老顾

客过生日，都会主动地送上几块大

排，这让很多顾客非常感动。

如今，谢雅丽是上钢社区个私

协会工会主席，浦东新区个私协会

工会理事。用她自己的说法，之所

以担任这个工会主席的职务，“是为

了能够多回报社会”。

谢雅丽也曾经历生活的艰难。

1993 年，高中刚毕业的她，告别了

老家安徽宿州的小村庄，只身来到

上海。初到上海，谢雅丽先后在几

家餐饮店工作，开始的时候每天只

能睡几个小时，还是在高度不到 1
米的阁楼，连脚都伸不开。不久，谢

雅丽经人介绍，与现在的丈夫陈贵

鑫结了婚。当时，丈夫家境也并不

好，欠了3万多元的外债。

10 年来，凭借着诚信经营、热

情待客，谢雅丽夫妇的生意越做越

红火，甚至还专门注册了“上海正仁

食品有限公司”。谢雅丽说，自己能

够过上现在的日子，靠的是政府的

好政策。而昔日经历过的苦难，也

让她更加懂得去回报社会，关爱那

些需要帮助的人。2007年春节前，

她说服丈夫，把准备添置新家具的

钱拿了出来，自己设计制作了 200
张“爱心卡”，通过居委会送给社区

里的贫困老人。凭这张“爱心卡”，

老人可以免费在她的摊位购买 28
元的净菜。“爱心卡”发送后，反响巨

大，谢雅丽此后又增加制作了 50
张。在社区工会牵线下，谢雅丽夫

妇还与社区特困老人结对。

这么多年，谢雅丽从没有计算过

究竟拿出了多少钱来回报社会。“做

生意不能只想着赚钱。只要经济上

有条件，就应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

人，也算是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

□制图 黄辰毅

■本报记者 李音 浦东报道

由市委常委、区委书记沈晓明领衔的“科技创新中心”

建设专题调研团队昨天前往张江高科技园区，调研张江医

药产业特别是医药孵化器建设情况。沈晓明在讲话中强

调，通过孵化器等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帮助企业降低创业

成本，是张江区别于其他创新示范区的重要特质。浦东要

继续推进孵化器建设，走专业化、国际化发展之路，提高孵

化能力和水平。副区长丁磊参加调研。

当天，沈晓明一行先后走访了维亚生物科技（上海）有

限公司、和元生物技术（上海）有限公司和张江药谷公共服

务平台。作为生物医药专业孵化器，张江药谷公共服务平

台加大科技资源整合力度和公共服务条件建设，极大地降

低了企业研发成本。目前，在张江类似的公共服务平台还

有很多。可以说，新药研制的每个环节，在张江都有公共

服务平台与之对应。

座谈会上，沈晓明指出，张江已经成为上海甚至是全国

的新药研发高地，这与张江完善的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不无关

系。为企业降低创业成本，已经成为吸引高端人才来张江创

业的重要因素，也是张江区别于其他创新示范区的重要特

质。“要继续深入研究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在具体谈到医药

孵化器的发展时，沈晓明强调，要继续推动孵化器建设，提高

孵化器的专业化水平，鼓励世界一流的孵化器落户浦东。此

外，要加强孵化器与投资功能的联动，引入多元化社会资本，

通过市场化方式，帮助企业成长壮大，在浦东“开花结果”。

沈晓明率队调研张江医药孵化器

降低创业成本是张江特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