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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新论断

安亭镇党委中心组学习十九大报告
本报讯 11 月 13 日和 11 月 20 日，
安亭镇党委中心组分两次深入学习宣
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结合当前工作
实际，畅谈认识和收获。镇党委中心组
组长、党委书记陆强主持活动。
11 月 13 日，党委中心组成员着重
交流了学习《中国共产党十九次全国代
表大会工作报告》精神的心得体会。十
九大报告全文 3 万多字，提出了一系列
重大论断和治党治国理念。报告指出，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
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一个重大论
断。陆强表示，镇党委、政府在“十三五”
规划中，提出建设“汽车安 亭 、品 质 安
亭、健康安亭”的发展目标，旨在针对性
解决安亭存在的这组社会主要矛盾。
安亭的 3 个区域未来发展方向分
别是：安亭地区为城市主中心，以商务、
商业服务功能为主，重点做好汽车城核
心区和北部新区的建设。黄渡片区为城
市副中心，主要是依托同济大学、同济
科技园、国际社区等，构建以科技创新
为特色，以宜居宜业为亮点，辐射人口
超过 10 万，目前将重点推进环同济板
块开发和黄渡城中村改造。方泰地区主
要依托 F1 国际赛车场，通过引入大型
商业体综合开发，打造以汽车休闲体验

为主导、以居住消费为支撑的区域特色
中心。未来，这里将作为市级体育公园
板块进行规划和建设。陆强强调，接下
来，安亭要着力解决安亭、黄渡、方泰在
公共资源的配置、管理投入等方面的不
平衡。
三个区域未来“补短板”的重点将
分为 3 个部分。一是生态环境短板。今
年，全镇环境综合整治地块共 328 块，
预计可腾出土地约 3427 亩，其中大部
分将用于公共绿地和公用设施配套的
建设。根据规划，新增绿化面积将达到
约 2620 亩，其中吴淞江沿线整治地块
可建绿化面积 675 亩，高压走廊整治地
块可建绿化面积 1014 亩、蕰藻浜整治
地块可建绿化面积 736 亩。目前，
267.6
亩黄歇公园和 79.6 亩方泰公园正在做
方案设计，
92 亩吴淞江样板段明年开始
实施。二是公共资源短板。将进一步优
化教育资源布局，加快推进方泰小学东
校区、华师大双语学校、北部新区幼儿
园等 8 所学校建设工作，做好学区化办
学。加快推进一批公共服务项目建设，
目前安亭医院建设正常推进，已实现结
构封顶，门窗已安装，文博园博物馆、百
安垃圾压缩中转站已完成科研评估。方
泰集镇社区文化活动分中心已启用，方
泰社区卫生服务分中心即将异地迁建。

安亭人乐于终身学习
本报讯 11 月 16 日，嘉定区第
十三届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季启动。
本届开幕式采用了网络直播形式，
各街镇共 12 个分会场学习点也同
步参与活动。
在安亭福利院分会场，来自安
福银杏学苑的“心手相应”手工团队
向市民展示了精湛的剪纸技艺以及

丝网花和串珠制品。书法团队呈现
了老年学员们的作品。
据了解 ，安 亭 社会 福 利 院 从
2012 年开始实施“养教结合”试点
，
工作，并建立了“安福银杏学苑”
2013 年，该院被评为上海市养教结
合示范基地。
韩小弟

图片新闻
学产业园。诺贝尔
奖获得者、以色列
科学家阿龙·切哈
诺沃在位于安亭的
细胞治疗中心冻存
自己的健康细胞，
支持中心治疗癌症
。
的
“白泽计划”
上海细胞治
疗工 程 技术研究
中心提出了“十年
内 60% 老 百 姓 用
得起细胞免疫疗
细胞免
法”
。中心主任钱其军表示，
疫疗法是利用病人自身的免疫细
是目前抗癌领域
胞清除肿瘤细胞，
最热门的概念。中国团队将在安亭
进行疗法创新，研发白泽 T 技术。
钱其军预计，十年内治疗费用可
降至 10 多万元，届时 60%的癌
症患者肿瘤可得以消褪，60%老
百姓能用得起这种治疗方法。
一个 3000 万人的细胞冻
据悉，
存库明年将在安亭开建。 胡新栋

诺贝尔奖得主支持精准医疗
本报 讯 日 前 ，2017 国 际 精
准医疗学术及产业论坛暨中国医
药生物技术协会精准医疗分会第
三届年度学术会议在安亭举行。安
亭镇人民政府、
上海细胞治疗工程
上海
技术研究中心集团有限公司、
万科产城发展有限公司签订《关于
建设安亭国际精准医学园》的合作
框架协议，
将打造一个涵盖高端医
疗服务、医疗科技研发、医疗企业
总部以及相关产业配套在内的医

三是社会治理短板。镇政府计划投资
2074 万元，
在 2017 年-2018 年新建数字
高清监控点位 360 个，升级改造模拟标
清监控点位 314 个，从而实现公共区域
监控全覆盖。运营好联勤网格化中心的
指挥中心平台，推动联勤指挥中心实体
化运作，做好大数据分析。深入推进宜居
家园建设，
推进
“无五违村居”创建工作，
“安客模式”。调
大力推广农村私房租赁
整村居考核权重，加大社会管理在年终
综合考评中的比重。
11 月 20 日，党委中心组再次开展
专题学习活动，制定了全镇学习宣传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实施方案。方案明
确：安亭镇将依托“百堂思学汇、百姓宣
等载体阵地；以“六
讲团、
百家主题党日”
学”
（带头领学、单位共学、干部帮学、党
员互学、报告自学、长效固学）推动党的
十九大精神“六进”
（进机关、进校园、进
企业、
进农村、
进社区、进网络）；以“我读
十九大·新思想、新要求、新对标、新作
为”和“齐学十九大·我签到、我宣传、我
我报道”十项行动
在线、
我接力、
我展演、
为主要抓手，引导全镇干部群众把思想
统一到党的十九大精神上来，把力量凝
聚到实现党的十九大确立的各项任务上
来，齐心协力推进汽车安亭、品质安亭、
健康安亭建设。
胡新栋

本报讯 11 月 16 日，十九大精
神十九人讲“学习同心圆”特别党
课活动的第七场在安亭上海国际
汽车城世茂实业有限公司党建服
务站举行。党课主题是“新方
略——
—指 导 各 项 工 作 的 实 践 要
求”，由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科学社
会主义教研部副教授、博士、硕士
生导师丁长艳主讲。来自安亭镇机
关 、企事 业 单 位、学 校 、村 居 以 及
区、镇党代表、区域化党建共建单
位的 70 多位党员参与活动。
丁长艳解读了十九大报告的
“新思想、新方略、新实践、新效
果”，旁征博引，深入浅出。据悉，十
九大精神十九人讲“同心圆”讲堂
活动是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帮助广大基层党组织和党
员原原本本、原汁原味学习领会党
的十九大精神，由市委党校、市党
建服务中心联合东方广播中心、人
民网上海频道、阿基米德 FM，于 11
月 10 日 至 28 日 每 晚 20:00—21:
15，在阿基米德 FM“学习同心圆”
社区，开展音频直播党课。同时，讲
课视频将于次日上传至上海党员
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平台，供广大党
员群众观摩学习。
胡新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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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跑吧，安全君”

本报讯 11 月 19 日，
“ 奔跑吧，
安全君”上海青少年应急安全主题
城市定向赛暨青少年应急安全体验
营活动在安亭汽车博览公园拉开帷
幕。团市委、市应急办联合近二十家
青年社会组织免费提供各类应急安
“走
全体验项目。活动当天还启动了
嘉定·体验城市之美”为嘉定建县
800 周年预热。
团市委书记王宇，市安委办常
务副主任、
市安监局局长马坚泓，嘉
定区区长章曦，市政府办公厅副主
嘉定区委
任、
市应急办主任盖博华，
副书记周金林，
嘉定区副区长、公安
局长夏卫东，市红十字会副会长孙
大红，
市公安学院副院长许敏，市安
监局总工程师李彩云，团市委副书
市青少年
记刘刚，
团市委党组成员、
服务保护办主任周建军，安亭镇领
导陆强、
董爱华等参加活动。
当天，参加定向赛的 126 支队
伍 703 人从上海汽车博览公园出
发，采用徒步+公共交通的方式，分
汽车博物馆、
南
别到汽车博览公园、
翔古猗园、地铁 11 号线马陆站、嘉
定新城站、上赛场站完成模拟高空

救援、破窗逃生、心肺复苏、AED 自
动体外除颤仪使用、水上医疗救援
等应急安全体验任务。当天，上海市
城市安全应急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
立，
上海公民警校、上海音速青年志
愿服务中心、上海厚天减灾救援促
进中心、上海民安防灾减灾志愿服
务中心等 13 家专业应急社会组织
成为首批成员。
汪书春

健康医疗产业投资服务平台启动

本报讯 11 月 8 日，
2017“ 安亭
大众经济城杯”健康医疗创新创业
大赛暨健康医疗产业投资服务平台
正式启动。
决赛分为初创组和成长组共 12

个项目，
选手以路演的形式陈述参赛
项目。由 5 位专家评审提问打分，
并
综合 20 位生物医药专业投资人组成
评出前三名。
的大众评审团投票，
当天，健康医疗产业投资服务

平台正式启动。医科创投、幂方资
本、北猿资本、旗智资本、东方富海、
寅嘉创投、张江科投、宝磐投资以及
金浦投资等投资机构成为首批合作
单位。
程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