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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汇：
建国际化一流中心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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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
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犹如一道
又一道阳光，
普照祖国大地，温暖人
心，温暖社会。人们的脸上绽开笑
容，齐声欢呼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
心的党中央领导有方，祖国正在加
快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严厉打击腐败，使风清气正的
党风、社 会 风 气 快 速 形 成 ；把“ 制
度的笼子”通 上“ 高 压 电 ”，老 虎 、
苍蝇一 起 打 ，把“ 大 力 提 倡 ”改 为
“硬性规定”，将“ 自 由 裁 量 ”化 为
“具体标准”，压 缩“ 弹 性 空 间 ”增
强“刚性制约”；严格实施“八项规
定”，反对“四风”，积极推进党务、
政务、司法公开，不断扩大公开领
域、内 容 、范 围 ，提 高 权 力 运 行 的
透明度；大力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工作，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
生态环境。
坚持“五位一体”建设，加大环
境保护治理力度，实施工业企业向
工业园区集中战略，通过全社会不
懈努力，让蓝天白云、
绿水青山不断
呈现在祖国大地的四面八方。
人民生活日益提高，幸福指数
节节攀升，今天人民的生活早已超
过圣人孟子所追求的人民安居乐业
的理想社会，人民穿有衣帛，食有
肉，
黎民不饥不寒。我们学着古代冯
谖先生的歌调，唱出人民群众当今
的生活状况。
!"#$%&&'()*+,,
-./0
!"1$%223435+67
89:;<0
="1$>?@ABCDEF>
GHIJ>KLMN0
="1O>PQAR>STDU

VDPWXYZ>[\] !"# ^6_
`Aabc6Rd
旅游成为人们普遍追求的生活
方式。从 2
014年起，
每年有超过一
亿多国人行走在世界各国，震撼了
国际社会。
为把徐汇建设成国际化一流
中心城区，大家都在各自的岗位
上，奋发有为，以为祖国现代化建
设作贡献的实际行动，迎接党的
十九大胜利召开。上海人民积极
响应市委号召，以勇当改革开放
排头兵，敢为创新发展先行者的
精神，深 入 推 进“ 四 个 中 心 ”和 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设，
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中
心进军，全面提升城市的执行力、
创造力、竞争力，以让人民拥有更
好生活的实际成果，向党的十九
大献上厚礼！
今日徐家汇的著名地标港汇恒
隆广场双塔楼，是上海历史上最高
楼国际饭店，叠加上世纪八十年代
改革开放时最高楼波特曼酒店之
和。在他的西边已开始建设新的地
标，高达 3
70米的上海浦西地区第
一高楼，该项目总面积近百万平方
米，建成之日将集合国际甲级办公
楼、五星级酒店、
国际化商务活动中
心、时尚商业中心、信息发布中心和
公共活动中心。
徐家汇将新建众多扩建项目和
改建项目，
工程完成之时，区域将面
目一新，建筑物形态丰富多样，别具
一格，现代新颖，
凝聚着深厚的文化
底蕴，极具艺术性。同时为适应时代
发展，始终处于潮流前列，产业结构
将不断调整、
创新。构思以商贸业、
现代服务业为支柱；
聚焦商业零售、

贸易代理、专业服务、金融服务、文
化艺术、
教育服务、创意设计等核心
产业发展；重视宾馆餐饮、都市旅
游、
娱乐休闲等配套行业发展；
通过
系统化、
多元化、
特色化的产业体系
结构，形成相互支持，融合发展，综
合集聚的摩登都会。充分发挥
“互联
网 +”的现代信息技术全覆盖，实现
智能商务，智能交通，智能城管，智
能徐家汇。
徐家汇商都的明天，将成为世
界第一流现代化商都，堪与美国纽
约曼哈顿第五大街、英国伦敦牛津
大街、
法国巴黎香榭丽舍大街、
意大
利米兰商业中心和日本东京银座相
媲繁华，
有过之而无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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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全”让生活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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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创全国文明城区，共建徐汇
美丽家园”是徐汇人向往美好生活
的共同心愿，
十八大以来的这五年，
我作为一名退休党员，既是“创全”
工作深化推进的见证者、参与者，
更
是“创全”工作的受益者。接下来，
我用所见所闻和所感所悟，
展示“创
全，让生活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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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秀路是人口密集的长桥人解

决衣食住行之需的一条生活街，也
度大的区域，
上下联动，加强联合执
是
“五违四必”环境综合整治的一个
法、综合执法，坚持“立”
“ 破”并举、
重点区域。这里原先有一个外来人
“治”
“ 建”同步，在“合力攻坚拆违
员集聚的“城中村”
；有一个脏乱差
建”之前，就未雨绸缪，在罗秀路龙
的“罗秀菜场”
（人称“龌龊菜场”
）； 吴路大型动迁居民集聚区预留了一
还有许多沿街违章搭建的小吃店、 幢独立的门面房，建造了一个功能
杂货铺、修车摊、足疗店，小商小贩
齐全的新罗秀菜场。这个菜场就建
们甚至在人行道上无证设摊、沿街
在我家楼下，是一个综合性、多元
叫卖，常常污水横流、脏乱不堪，行
化的大型菜场，也是一个食品、蔬
人被逼无奈，有时不得不在机动车
果云集的美食“大世界”，让长桥
道上冒险行走。在
“五违四必”
区域
人、尤其是周边高层公寓居民享受
环境综合整治中，长桥街道聚焦这
了“上上下下逛一圈，美味佳肴买
个环境问题多、
群众意见多、
整治难
个遍”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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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创全”工作的深入推进，进一步
拓展了“听民声、解民忧、汇民智、聚
民心”的渠道，
使
“民有所呼、我有所
应”得到了更及时的联动反应，实实
在在地解决了一些群众最关心、最
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进一步密切了
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提升了
社区居民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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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居住的小区里，长年活跃
着一支由退休医生组成的“健康促
E0F)G HIJKL
进志愿者团队”
。他们用精湛的医术
和无私的奉献，为小区居民提供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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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
咨询、防范、
善后服务，把款款爱
随着社会老龄化进程的加速， 心和滚滚暖流送到居民的心中、病
人的床前，尽到了“白衣天使”退而
小区里独居、
高龄老人越来越多。因
不休、治病救人的义务。对独居、高
一些多层住宅没有电梯，
住在 5
、
6楼
龄、瘫痪在床的老人，他们还通过
的老年人想要出门办事、
散步，就要
上门探访、
贴身护理、电
上上下下地爬楼梯，时常累得喘不 “结对帮困、
话联系”
等多种途径，提供一对一服
过气，
却没地方歇歇脚。区委组织部
务。“慈善温暖人心，公益照亮梦
领导在走访中听到小区老人的强烈
呼吁，积极牵头、筹措资金，使困扰
想”
。
他们的善举影响和带动了小区
八村居委多时的
“急难愁”
问题很快
内更多居民投身慈善公益事业，使
得到了解决。现在，
八村每个有需求
整个小区呈现出
“人人献爱心，邻里
一家亲”的和谐氛围。在“创全”攻
的楼道都在楼道内安装了一个爱心
坚、冲刺阶段，我们还新组建、成立
座椅，让爬累了楼梯的老人能有一
了由居委干部带头，
党员、楼组长参
个地方歇歇脚、
喘口气，受到了小区
与的“洁净家园守护人”团队，四人
老年人的一致好评。
一组，每天分上、下午两班在小区内
“民生无小事，
枝叶总关情”。随

巡逻，发现小区环境脏乱或楼道堆
物反弹等细节问题，
及时清洁治理，
加速推进了文明城区、美丽小区和
“美丽楼道”的创建工作。
“创全”全靠行动，
“ 创全”永在
路上。每天清晨，当一阵清脆悦耳的
鸟鸣声把我唤醒，映入眼帘的是一
幅幅移步换景的美丽画卷：早起的
居民在淀浦河边、小区林荫道上晨
练，花相随，绿相伴，一股股沁人心
扉的芳草气息扑面而来；勤劳的志
愿者们在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攻
坚克难、挥汗忙碌；而鸟语花香、莺
歌燕舞中，最最动听、最最亮丽的就
是那一声声温馨体贴的话语、一幅
幅爱心服务的画面。
“张伯伯，侬舍得倷屋里嘎好看
的一幅画挂到楼道里来啊？”
“嗨，我虽然年纪大了，但创建
美丽楼道我也要出一份力呀！”
“王阿婆，现在我去买菜，帮侬
带点回来好伐？”
“哦哟，好额呀，不过又要麻烦
侬哉！”
“吴阿姨，我是朱医生呀，侬开
开门，
我来帮侬量血压了！”
“哦哟，今朝落嘎大的雨侬还来
啊，真不好意思哦！”
耳闻目睹这样赏心悦目的画
面、温馨感人的话语，我会发自内心
地赞叹：
“创全”，
让生活更美好！
“创
全”，让我们越来越有获得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