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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当互联网和创新金融领域的行业标杆
——上海二三四五网络控股集团党建风采巡礼

■本报记者 郭皓

上海二三四五网络控股集团创立于

2005年，坐落于张江，发展至今，办公面

积达1.5万平方米，员工千余人。作为一

家互联网企业，公司一直坚守“新科技改

变生活”的理念，借助“互联网+”平台创

新党建宣传工作途径，勇当互联网和创

新金融领域的行业标杆。2017年 5月，

二三四五党支部成立，现有党员 32人。

自成立以来，党支部积极探索党建工作

新路子，结合自身现状，主动将党的优良

传统、成功经验与公司经营管理相结合，

积极推进公司文化与党建工作共融，不

断引领企业发展壮大。

公司党支部书记黄国敏表示：二三

四五的核心竞争力源于公司“坦诚、简

单、直接”的企业文化，而加强党建工作

是公司高速发展路上的必然选择。

抓组织工作建设
助力企业发展壮大

公司党支部成立后，二三四五通过

多措并举，努力解决党组织书记参与企

业重大决策难的问题，黄国敏以党支部

书记的身份进入董事会成为董事，参与

公司决策，提高了党组织在公司工作中

的话语权，使公司党建工作更具凝聚力

和影响力。

公司党支部以建设“学习型、创新

型、服务型”党组织为抓手，组织党员开

展业务交流与研发，使每名党员在各自

的工作岗位上发挥带动担当作用，进而

带动所有员工，助力企业高速发展。党

员易肖峰担任商业化运营部副总监，恪

尽职守、不负重托。在今年“双11”期间，

为了保障公司用户可以顺利地购买商

品，他带领团队成员加班加点工作 20余

天，有时甚至加班工作至次日凌晨，确保

电脑网站、电脑软件、移动APP的电商服

务顺利进行，提高了用户的满意度和幸

福感。

党员胡斌担任金融超市项目部副经

理，负责APP市场推广的技术支持类需

求等工作，他积极组织团队成员对业务

进行梳理，并引导大家对初步设计方案

集思广益。截至今年 11月，胡斌带领团

队，实现了项目主要核心功能的上线，

活跃用户数和公司收入也实现了较大

增长。

党支部还注重新党员、新员工的培

养，让他们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胜任工

作。员工魏梦迪 2017年 4月刚入职时，

还是一名预备党员，同时也是一名没有

任何工作经验的应届毕业生，在党员及

同事们的帮助下，她很快能够在工作中

独当一面，并于2017年12月转正成为一

名正式党员。

抓活动方式创新
增强员工凝聚力

二三四五聚集和活跃着大量的年轻

人和高知识群体，如何把他们凝聚在党

的旗帜下，增强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

力、战斗力？公司党支部运用“互联网+”

的方法，加强网上学习教育，积极开展党

员志愿服务等，最大限度地把党员、员工

团结凝聚在党的周围。党的十九大召开

后，公司党支部积极组织党员和员工观

看十九大开幕直播，大家认真学习领会

十九大报告的新思想、新论断、新提法、

新举措，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

十九大精神上来、践行到自己的本职工

作上。

公司党支部还注重活动方式的创

新，发挥党员和员工的主观能动性。

2017 年 12 月 23 日，党支部组织员工开

展从旧楼搬到新楼的迁徙活动，活动中

员工们手拉手肩并肩，展现了蓬勃向上

的朝气和力量。今年“六一”儿童节期

间，党支部为了增进公司年轻家长与孩

子之间的情感，联动行政部门在 6 月 2
日组织举办了“六一嗨翻天，欢乐嘉年

华”亲子活动，共有 70多个家庭参加，在

欢呼声和掌声中，员工的凝聚力进一步

加强。

党支部还协助公司召开 2018 年第

二季度员工大会，公司员工通过大会现

场和网络直播两种方式参加了本次大

会，对公司的发展现状及未来规划有了

整体了解。

经过多年的努力和发展，二三四五

连续7年蝉联“中国互联网企业100强”，

其中 2018年荣获百强榜第 16名。公司

还获得上海民营企业 100强、上海市服

务业 100 强、国家重点软件企业、上海

市明星软件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小巨人

企业等荣誉，并由浦东新区区域性总部

企业升级为全国大企业总部企业。2345
网址导航也荣获上海市著名商标、上海

名牌等荣誉称号。2018年6月1日，二三

四五A股被正式纳入MSCI新兴市场指

数，二三四五作为计算机类的代表股票，

被纳入标的股名单。2018年7月9日，二

三四五正式被纳入融资融券标的。

荣誉获得的同时，二三四五不忘回

报社会，公司自成立以来就勇于肩负起

企业社会责任，2014年 1月，上海慈善基

金会二三四五爱心公益专项基金成立，

2014年-2017年，二三四五向社会各界

捐助约6390万元。

谈及未来，黄国敏表示，党支部将继

续做好“双培”工程，坚守“新科技改变

生活”的理念，坚持企业文化与党建工

作融合，继续提升企业管理水平和文化

建设，激发企业活力，以新科技为源动

力，以互联网为载体，为创造美好生活

而不懈努力。

本报讯（记者 黄静）浦东“妇女儿童

家庭”服务项目的品牌效应愈发凸显——

12月 18日，浦东妇联举行了 2019年浦东

“妇女儿童家庭”服务项目评审会。此前，

主办方共收到 92份项目方案，经初步筛

选后，选择了28个项目进入了评审环节。

浦东妇联“妇女儿童家庭”服务项目

的项目化运作已经走过了 10个年头，目

的是充分动员、组织、整合全社会力量，形

成为妇女儿童家庭服务的合力。今年 10
月下旬，浦东妇联结合上一年度“妇女儿

童家庭”服务项目与基层的实际需求，梳

理了10大类18小类需求，并依托“浦东妇

联”“浦东社工”“浦东公益网”等微信或网

站平台发布。征集活动一经发布，受到了

社会广泛关注，主办方共收到了 92份项

目方案。

据了解，此次评审会在形式上有所调

整：一是此次共有 9 个新项目入选评审

会，这些项目将进行现场陈述，并接受专

家提问，在经过专家评审和基层妇女干

部、市民巡访团成员共同打分后，将择优

实施；二是进入评审会的19个延续项目，

其评分方式不同于往年，此次评审会更侧

重由专家评审为项目团队提供建议，促进

项目在新一年工作中能得到有效提升。

记者发现，此次入围的 28个项目在

需求回应与服务方式上也有所改变。比

如，项目更坚持以需求为本，聚焦女性发

展、儿童关爱、家庭教育和家庭成长，与当

前社会需求紧密相关；注重项目品牌打

造，延续项目中的“帼农”嘉年华项目、“雏

鹰助飞”项目等都在历年项目实施基础上

强化了品牌意识，丰富了品牌内涵；此次

入围的项目不仅关注直接服务人群的获

得感和满意度，同时还依托互联网、园区

等载体，更关注项目的社会影响力和示范

引领效应。

十多年来，浦东妇联通过项目化手段，

引入具有专业优势且具备社会资源动员能

力的社会组织和企事业单位为妇女儿童家

庭提供服务，培育了一批包括“空中父母学

堂”“乐龄模范妇女健康促进项目”“女性幸

福力学堂”等项目。浦东妇联表示，评审会

后，将坚持以“资源向基层下沉、力量向基

层汇聚、服务在基层提供”为宗旨，由机关

工作人员担任项目督导，为项目落地实施

提供指导，并委托专业社会组织辅助以全

过程的指导和评估，提升项目团队能力，推

动服务项目顺利、有效完成。

近日，主题为“创新·体验·成长”的第
34届浦东新区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在浦
东新区青少年活动中心惠南分部举行。

本次大赛正式申报共收到1518个参
赛项目，参赛师生共有2000多名。经专家
评委的初评和终评，评出一等奖208项、二
等奖333项、三等奖547项、优秀组织奖12
项。本次活动充分展示了新区青少年优秀
创新成果，有效检阅了青少年创新能力与
实践能力。

图为评委在察看参赛学生做项目演

示。 □见习记者 黄日阅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张敏 通讯员 王治

国 陈卫锋）12月18日，浦东新区人民法

院为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更好

履行人民法院惩治犯罪的职能作用，对

9起强迫交易、寻衅滋事、开设赌场等涉

恶案件进行公开集中宣判，依法对22个

涉恶人员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至五年

不等的刑罚。

在当天宣判的案件中，有 4起涉及

“敲墙党”的涉恶案件。其中，既有被告

人垄断小区内敲墙打洞业务并强迫业

主接受高于市场价格的敲墙打洞服务

的强迫交易案，也有被告人为承接房屋

敲墙等装修业务而采用恐吓、拦截等方

式强行阻止被害人进行敲墙施工的寻

衅滋事案。

在一起强迫交易案中，郑某、张某

分别是上海某装潢工程有限公司股东、

上海某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员工。

法院查明，2018年初，郑某及黄某坚（另

案处理）与张某相互勾结，从他人手中

非法购得周浦镇某小区敲墙打洞业务

后，雇佣多人，垄断该小区的敲墙打洞

业务，并强迫该小区多名业主接受高于

市场价格的敲墙打洞服务，累计交易金

额6万余元。法院认为，郑某、张某强迫

他人接受高价服务，情节特别严重，行

为已构成强迫交易罪。根据两人犯罪

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

的危害程度，法院对郑某判处有期徒刑

四年三个月，并处罚金4万元，对张某判

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5万元。

而在董某、王某寻衅滋事案中，法

院查明，两人伙同郁某（另案处理）在浦

东新区惠南镇某小区内，为承接该小区

内房屋敲墙等装修业务，采用拦截、恐

吓等方式，强行阻止被害人进入该小区

进行房屋敲墙等装修施工。法院分别

对董某、王某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

月、一年九个月。

主审法官表示，本次集中宣判，既

体现了法院严厉打击“敲墙党”等涉恶

分子的决心和力度，也有助于良好市场

竞争环境以及和谐社会的持续构建。

除 4起“敲墙党”涉恶案外，在集中

宣判中，浦东法院还对被告人黄某明寻

衅滋事案，被告人潘某、严某平、严某

东、唐某开设赌场案，被告人黄某军寻

衅滋事案，被告人李某开设赌场案，被

告人孙某、邵某、陶某、庄某、吴某赌博

案 5起案件进行一审宣判，依法追究相

关涉恶人员的刑事责任。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12月17日，

春秋航空公司为 35名来自云南红河的

乘务学员举行开班仪式，学员们培训合

格后预计2019年5月首飞。这是沪滇结

对帮扶以来，上海对口招募的首批云南

乘务学员，助力红河脱贫攻坚，实现“一

人就业，全家脱贫”。

10月 15日至 17日，300余名红河各

族青年参加了春秋航空在绿春、蒙自的现

场面试。通过面试、体检、政审后，首批35
名乘务学员来到上海开始培训，其中建档

立卡贫困户成员占23%，少数民族占71%，

女性占71%，本科学历者占51%。春秋航

空客舱部选拔了35名优秀党员教员，为红

河学员提供一对一带教，帮助他们顺利通

过培训考核，融入春秋大家庭。

据悉，春秋航空对红河建档立卡户

乘务学员免收体检费、培训费等，合计约

4万元/名。

春秋航空红河空乘专场招聘得到了

相关部门的肯定。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

院主动联系春秋航空，联合将红河州作

为2019年飞行专业招生生源地，春秋航

空与录取的红河飞行学员签订委托培养

协议，承担每人80余万元的飞行训练费

用，毕业后入职春秋航空。

本报讯（记者 张敏 通讯员 丁宏

奇）经过新区交警18个昼夜的不懈努力，

浦东“11·16”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逃逸案

告破。

11月16日15时30分许，市民秦女士

接孙女放学，途经周浦地区沪南公路近沈

庄路。因电动自行车电量耗尽，秦女士沿

沪南公路非机动车道由北向南推行，孙女

步行紧随其后。意外突然发生，小孙女在

非机动车道内被一辆同向经过的电动自

行车碰倒。等秦女士把孙女扶到自己电

动车后座上，发现肇事车辆已不见了踪

迹。后经医院诊断，事故造成小女孩右腿

胫骨骨折。

浦东交警支队六大队事故组接手此

案后，立即成立专案组开始调查取证。由

于事发时路人不多，秦女士又无法提供肇

事车辆逃逸方向，案件初期的侦查及寻找

目击证人工作一度陷入僵局。民警倪炯

根据仅有的“蓝色雨衣”和“紫红色车辆”

两大线索，以案发现场为中心，逐个路口、

逐个路段调取周边监控视频。民警经过

各种情景推算演练，最终将侦查重点转向

幼儿园和居民小区。经过民警的不懈努

力，沿着线索顺藤摸瓜，“蓝色雨衣”程某

终于出现了。

日前，程某到浦东交警支队六大队

接受问讯。他承认，案发当日因避让刹

车不及撞到了小女孩，当时觉得对方可

能没什么大问题，在没有得到对方回应

的情况下就自行离开。原本，在非机动

车道内正常行驶的程某在该起事故中仅

需承担次要责任。现因他在未与对方当

事人达成协议或当场拨打 110报警后离

开现场，构成逃逸，不仅要承担事故的全

部法律责任，还要负担伤者全部的治疗

费用。目前，浦东交警正对该起事故进

一步处理。

新区妇联整合社会力量持续为妇女儿童家庭服务

28个服务项目进入2019年度评审

“11·16”交通事故逃逸案告破

交警18昼夜让“蓝色雨衣”现形

新区青少年
科创大赛落幕

浦东法院集中宣判9起涉恶案件
其中4起涉及“敲墙党”强迫交易、寻衅滋事

云南红河乘务学员
进入春秋航空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