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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原本本学 持续深入学 学深悟透 融会贯通

新区纪委召开十九大精神宣讲会
本报讯 （记者 蔡丽萍）
“作为一名
党代表，我感到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将
以此为激励，不断鞭策自己，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11 月 8 日下午，新区纪委
邀请十九大代表、新区检察院检察官施
净岚，作十九大精神专题辅导报告，300
余名新区各级纪检监察干部出席听讲。
回想起参会的过程，施净岚还记忆
犹新：
“ 会议首日，上海代表团的每位代
表 心 情 喜 悦 ，满 怀 信 心 步 入 人 民 大 会
堂。习总书记入场那一刻全场爆发出热
烈掌声，我和代表团成员们一样心情激
动。”结合十九大期间的参会情况和学习
体会，施净岚向与会人员介绍了大会的
会议议程、会议精神等内容，也分享了报
告中对纪检工作的相关要求。
听完报告，许多纪检干部也深有体
会，
并与施净岚展开热烈互动。有纪检干
部与施净岚交流，
如何从一名党代表的角
度对纪检监察干部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

提出建议，
也有纪检干部问如何在工作中
保持政治能力。施净岚认为纪检干部的
工作要维护纪律底线，
一定要坚持党的领
导，
坚持依法依纪治国。要把政治建设摆
在首位，自觉提升业务能力，切实将十九
大精神融入到工作中，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
进一步提升百姓的获得感。
与会人员认为，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开创
了治国理政、管党治党新境界，必将对党
和国家事业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
响。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是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区纪检监察系统必
须抓紧抓好的首要政治任务。与会人员
表示，
要把十九大报告作为未来五年纪检
监察工作的行动指南，坚持原原本本学，
持续深入学，
力求学深悟透、
融会贯通，
在
学习中淬炼政治能力、
提升业务水平。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浦东新区纪委于上周召开常委（扩大）会
议，专题传达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对区
纪委机关和全区纪检监察系统学习宣传
贯彻十九大精神作出具体部署，并下发
《关于全区纪检监察系统认真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的通知》，要求各级纪检

监察组织要认真学习领会十九大精神，
深入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准确把握党的十九大提出的重
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战略部署，切实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十九大精神上来。各级
纪检监察组织要把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多形式、分层
次、全覆盖地开展学习活动，迅速把党的
十九大精神传达到每一个党支部、每一
名纪检监察干部。
会议要求，各级纪检监察组织要紧
密联系纪检监察工作实际，做到知行合
一、学以致用；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
推动工作，一刻不停歇地推动全面从严
治党向纵深发展；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
位，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加强对党的十
九大精神贯彻落实和党章党规执行情况
的监督检查；要坚持、巩固、深化，全面加
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驰而不息落实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进一步夯实“三基”
工程，提高纪检监察干部“能见度”。坚
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加大“双零驱
动”的工作力度，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
牢不能腐的笼子，
增强不想腐的自觉。

多层次多方位组织部署各级工会学习宣传
本报讯 （记者 黄静）区总工会日前召
开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会议精神部署会，
多层次、多方位组织部署全区各级工会学
习宣传，
引导全体机关事业单位工会干部、
专职社会化工会工作者、企业兼职工会干
部和广大职工群众，深刻把握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在部署会上，区总工会党组书记做了
专题报告，要求机关党总支及基层党支部
第一时间组织学，推动工会领导干部第一
时间带头学、带头讲、带头干，促进全体机
关、事业工会干部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
内涵。同时，区总工会要求深入结合下阶
段和明年重点工作，
对标各项战略部署，
武
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体现党的十
九大精神在浦东工会工作实践的成效。
在机关带头学的基础上，区总工会召
开非公企业工会改革推进会，邀请市总工
会、区委领导专题辅导，
紧紧围绕增强非公

企业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注重在建机
制、强功能、增实效上下功夫，提高对非公
企业工会改革的认识高度，确保非公企业
改革的正确方向，
巩固工会改革试点成果，
夯实党的执政基础，服务全区经济社会建
设大局。
下一步，区总工会将持续推进职工文
体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组织开展职工职业
道德“双十佳”评选、职工文化艺术大比拼
等活动，
以文艺展演、典型选树等生动易懂
形式，
展现党的十九大精神，
宣传职工职业
道德，
丰富职工文化生活，
吸引广大职工群
众参与、观看、传播党的十九大精神。
此外，区总工会将以全市首批工匠创
新工作室创建为契机，联合劳模创新工作
室、劳模宣讲等传统平台，
做实劳模工匠在
知识技能、工作精神等方面的引领作用，
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广大职工建
功立业，拓展新时期工会组织建设的深度
和广度。

与时间
“赛跑”的项目领头羊

冷空气来袭
银杏逐渐变黄

——记中建八局项目经理陈立

■本报记者 李继成

近日，
随着一波波冷空气的到来，
世纪公园里的银杏叶逐渐变黄，
一年一度的缤纷秋景
即将到来。世纪公园的银杏大道，
约 1000 米长，
从 2 号门延伸到 3 号门，
每年此时会形成一
条
“黄金大道”
，
是游客最喜爱漫步的道路之一，
虽然近日银杏还未完全变黄，
也吸引了很多
游客来此游玩赏景。图为昨日一名游客将落叶撒向空中。 □见习记者 黄日阅 摄影报道

临港征吉祥物 最高奖 5 万元
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什么样的标识
能展现
“活力临港”？滴水湖的吉祥物又该
是什么模样？11 月 11 日，临港向社会发布
征集令，广泛征集城市标识及滴水湖旅游
吉祥物，中标奖各设 1 名，奖励 5 万元。
滴水湖旅游吉祥物征集截止时间为
2017 年 12 月 8 日，中标作品计划在 2018 年
元旦滴水湖景区新年跑活动上亮相。临港
地区城市标识征集截止时间为 2018 年 3 月
31 日，评选结果计划于 5 月公布。
临港管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从茫茫
滩涂到活力新城，目前临港地区肩负着
“全
球影响力科技创新中心主体承载区”和
“现

区总工会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代化滨海新城”
的发展重任。滴水湖旅游景
区将着力打造成具有滨海特色、
健康时尚的
都市文化休闲度假区。随着功能定位的日
益清晰，临港旅游业态的日渐成熟，
亟需标
准化的视觉标志和吉祥物的视觉形象来树
立临港的城市形象，
传播临港的城市特色。
此次征集活动设置了丰厚的奖金，
除了
中标奖，
还将设优秀奖各4名，
奖励5000元人
民币。吉祥物作品将通过网络评选，
并增设
人气奖3名，
奖励1000元人民币。应征者可
登录上海市临港地区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官
方网站（www.lgxc.gov.cn）和“上海临港”微
信公众号，
了解详细征集规则并下载报名表。

张家浜至东昌路的绿地项目、上海
船厂绿地项目、E18 公共绿地与塘桥泵
站改扩建——东岸贯通中的这三个项目
都要在今年先后完成，来自中建八局上
海分公司的项目经理陈立就是这三个项
目施工的负责人。
根据工程建设实际，东岸贯通工程
今年安排了 3 个主要节点，分别是 5 月
底前，建成开放区段约 10 公里；9 月底
前，在 5 月底贯通 10 公里的基础上，新
增贯通区段 5 公里；12 月底前，再新增
贯通区段 7 公里，实现 22 公里全线贯通
目标。
“3 个项目中，张家浜至东昌路的绿
地项目已在今年 5 月底前完成，上海船
厂绿地项目也在 9 月底前完成。” 陈立
告诉记者，目前正在实施的是 E18 公共
绿地与塘桥泵站改扩建这个项目。
塘桥泵站工程位于塘桥轮渡口的两
侧。昨天记者去采访时，由于前一天晚
上刚下过雨，工地边上的道路有些泥
泞，施工人员正在用水冲洗路面。
泵站在南北两侧各有一个深 15 米多
的基坑，南侧用作进水井、北侧为雨水
泵房。施工人员正在进水井内采用顶管
工艺，将直径 3 米的钢筋混凝土管道顶

向北侧的雨水泵房，最终形成两条 60
米长的雨水管道。
此次新建的塘桥泵站服务范围南
至龙阳路、东至杨高南路、北至张
家浜、西至黄浦江，服务面积约 350
公顷，以解决塘桥地区暴雨时存在
的内涝问题。塘桥泵站排水能力达到
18.8 立方米/秒，是浦东地区新增的 10
个雨水泵站之一，2016 年被列入市重
点工程，也是东岸贯通工程的一部分。
在泵站施工区域的边上，原先的泵
站还在运行，让本不宽敞的施工场地更
显狭小。
“这里除了施工区域，可用于材料
周转、机械停放区域基本没有，同时，
水利、市政、土建施工由于进度约束，
又必须交叉施工，场地狭小给施工带来
了很大难度。”陈立告诉记者，除了这
些施工上的难点之外，两个基坑正好在
地铁 4 号线隧道的两侧，两根雨水管道
又要从地铁隧道的上方穿越，但施工又
绝不能对地铁运营造成影响。
陈立之前参加了外滩隧道的建设，
亲历外滩隧道从地铁 2 号线的上方穿越
的过程。这次又与地铁 4 号线打上了
“交道”，而在今年稍早之前，上海船厂
绿地项目中的泰同栈轮渡口园桥施工
中，园桥的桩基也是紧挨着地铁 4 号
线。“为了保证地铁的安全和施工的顺
利，除了在施工前对施工方案进行了多
次评审外，施工中更是要小心翼翼，同
时对地铁隧道的沉降进行实时监测。”
陈立说。
眼下，雨水泵房正进入结构施工阶

段，泵站施工完成后，上面还有漫步
道、跑步道和骑行道的“三道”实施，
以及跨张家浜的园桥、沿线景观、绿
化、防汛墙等等施工内容都要在今年完
成。
“如果先实施‘三道’的话，这个
泵站就可能再也建设不了了。但现在到
年底也只剩下 40 多天，留给施工的时间
的确非常紧张。”陈立说。
虽然陈立已经在浦东买了房子，但
之前因为在嘉定负责工程，陈立举家搬
迁到嘉定，去年，陈立又来到浦东，参
与东岸贯通工程，负责艺仓美术馆的改
造，而他的孩子和爱人现在还住在嘉定
租的房子里。“现在平时吃住在工地，
一般两三天才回一次嘉定。”陈立告诉
记者，等到小孩要上学的话，还是会考
虑再搬回到浦东。“自己做工程 10 年，
跑来跑去也已经习惯了，即便是在东岸
贯通工程，也是需要在 3 个项目工地上
来来回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