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报字第0120号
第 34 期(总第1530 期)
6014年7月11日

请 阅 读 !徐 汇 报 "数 字 报

!""#$%%&&&'()!)*+,-'.-/
更多信息请大家关注新浪微博
#上海徐汇发布$ 和腾讯微博%
公众微信号#上海徐汇&'

重细节补短板严格对标全力冲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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侥幸，没有捷径，以良好的精神状
态，
严格对标，注重细节、补足短板，
在整改上下功夫，将创建全国文明
城区转化为自觉的内生动力，给百
姓更好的感受度，9月 8日，在区文
明委（扩大）会议暨创全指挥部第四
次会议上，区委书记、
区创全指挥部
总指挥鲍炳章如是说。
创建全国文明城区进入最后冲
刺。但在近期的实地检查中，
仍发现
一些共性问题。比如在“背街小巷”
一类点位中，
环境不整洁、垃圾未及
时清运、有占道经营现象仍然存在；

立师德

在“社区”
一类中，
路面坑洼不平整、
垃圾未分类、垃圾厢房不干净整洁、
楼道有堵塞、照明灯破损等也是不
少住宅小区的通病。
对此，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区
创全指挥部副总指挥吕晓慧结合近
期创全办实地组持续开展的巡查表
示，要努力以更优标准、
更精细的基
础执行、更及时的动态管理加强自
查整改，
加强点位固守，
确保静态问
题不失分，动态问题可受控。她通报
了此次第三方第三次测评情况，并
部署了下阶段工作。
区委副书记郭芳认为，比自身

强师能

我们有大幅度提高，比标准还有差
距，
比兄弟区县没有优势，
问题基本
掌握，整改刻不容缓。
鲍炳章在最后讲话中强调，经
过三轮创建，在全区干部群众的辛
勤付出和工作积淀下，徐汇已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表现在城区面貌显
著改善，创建机制有效运转，
群众基
础不断夯实。此次迎接中央文明办
的实地检查，是距离创全成功目标
最近的一次，
要珍惜机会，
全区上下
咬定目标，攻坚克难，以最高标准、
最佳状态迎接对徐汇创全工作的全
面考核和检阅。

铸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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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
“ 立师德 强师能 铸师魂”徐
汇区教育系统庆祝第 33个教师节
暨先进教师表彰大会在区青少年活
动中心举行。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
醇晨，区政协主席胡敏，
区委副书记
郭芳，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吕晓
慧，区委常委、纪委书记纪晓鹏，区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朱成钢等出席庆
祝大会。
吕晓慧在致辞中代表区委、区

政府祝全区广大教职工节日快乐，
向被表彰的各级各类优秀教师表示
热烈的祝贺，向全区广大教育工作
者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
意，向一直关心支持徐汇教育的社
会各界表示衷心的感谢。
吕晓慧指出，广大教育工作者
是推动徐汇教育综合改革，增强徐
汇百姓民生福祉的重要力量，在办
人民满意教育的过程中，要全面贯
彻党的教育方针，牢固树立创新、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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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绿色、开放、
共享的发展理念，以
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为强大引擎，践
行好“优化适合每一个学生终身发
展的教育之路”
的核心理念，为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一流中
心城区，
提供强有力的民生保障。她
希望全体教师：一是不忘从教初心，
争做“四有”好老师；二是不拘一格，
打造一流教师队伍；
三是不辱使命，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她最后希望广大教育工作者不
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
在全面深化教
育综合改革进程中作出新的更大贡
献，
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和优异的
工作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与时俱进、好景正当时；辛勤耕
耘、最美是红烛。大会上，
上海基础
教育青年教师爱岗敬业教学技能赛
获奖教师代表、
市园丁奖获奖教师、
市新一届特教教师等接受表彰。
20
16学年度徐汇教育巡礼片《好景
正当时》 通过大量生动翔实的图片
影像资料向大家展示了徐汇教育在
教育综合改革上的诸多成绩。诗朗
诵《最美誓言》，京剧小品《红烛新
篇》，
主题故事《情牵西藏》等节目回
顾了徐汇教育的精彩篇章。
区教育局党政班子全体成员，
全区优秀教师代表等 50
0余人参加
了庆祝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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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汇“一带三区”绽放金秋魅力
2017上海旅游节昨日开幕，徐
汇区“黄道婆故里”主题花车首次亮
相在淮海路沿线举行的上海旅游节
花车巡游活动。
在徐汇西岸滨江带、衡复历史
风貌区、徐家汇源景区、
漕河泾新兴
技术开发区“一带三区”
的徐汇旅游
节各项活动也同步开启。20
17上海
旅游节第四届复兴艺术节、唐韵中
秋、
2017西岸食尚节、黄道婆旅游
文化节、201
7
“微游上海”、心醉夜
色——
—老上海风情音乐秀等六大品
牌节庆活动，
将以沉浸式体验方式，
展现中西文化交融之乐，向游客展

示这座和谐宜居之城的动人魅力。

啡馆、时尚店铺等在内的区内近 50
家知名商户给出大幅优惠，共同开
MNOP QR
SPTU
启金色时节里的一场艺术之旅。
金色余晖，
摇曳梧桐，徐汇的秋
今年的复兴艺术节尤其强调
日街景尤为迷人。9月 1
6日至 1
0 “浸入式体验”，游客可以深入上海
月 6日，
以“城市足迹，漫步衡复”为
最浪漫的街区之一，
开启一场“城市
主题的 2
01
7复兴艺术节，在每个周
足迹慢跑”
，或是与快闪的街头艺人
六及 10月 1日，
一系列精彩展演将
浪漫共舞，更可品尝到专为复兴艺
贯穿复兴西路、武康路与衡山路街
术节定制的手工冰激凌，享用一支
区，遍布聂耳音乐广场、普希金铜像
“复兴的味道”。深受人们喜爱的网
广场、巴金故居、张乐平故居等历史
红“复兴猫”也将再度登场，每只猫
文化景点。全新发布的艺术节专属
咪的身后都隐藏着一个二维码，扫
优惠手册，将沿街的特色商铺和精
描后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品潮店一网打尽，包括音乐酒吧、
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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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文物局领导赴徐汇
实地督查文物安全状况
!"# $ab cQde根据
国务院部署和国家文物局 《关于开
展全国文物安全状况大排查行动实
地督查工作的通知》要求，9月 7日
上午，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
国家
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副司长
邓超等一行在上海市文物局副局长
褚晓波，
徐汇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吕
晓慧的陪同下，来到上海宋庆龄故
居纪念馆、上海公安博物馆开展全
国文物安全状况大排查行动实地督
查工作。
督察组一行首先来到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上海宋庆龄故居，
在副
馆长邵莉陪同下，对故居的主楼、
监

控室等重点部位进行检查，
仔细查阅
了《文物单位安全状况排查表》及工
作台账，详细询问了《文物建筑消防
安全管理十项规定》
《文物建筑电气
防火导则（试行）
》的落实情况、消防
设备设施日常使用和维护情况，
并在
现场随机抽检了监控事件回放以及
主楼一层的烟控报警设备。
督察组随后来到国家二级博物
馆上海公安博物馆，在馆长周宇冬
的陪同下，对消防控制室、员工食堂
等重点区域的灭火器、烟道、消防通
道等进行检查，并查阅了消防安全
预案、防雷设施设备维护记录等消
防安全工作台账。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
本市进行防空警报试鸣的通告
为进一步增强广大市民的国防观念和民防意识，检验本市防空警
报设施的完好率和发放防空警报的能力，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
空法》和《上海市防空警报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定于今年 9月 16日
（全民国防教育日）在本市进行防空警报试鸣。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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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16日（星期六）上午 11时 35分至 11时 5
8分。
5,-./"01267
在全市范围（除浦东、虹桥国际机场地区外）。
8,-./"0129:
11时 35分至 3
8分，试鸣预先警报，鸣 36秒、停 24秒，反复 3遍
为 1个周期，时间 3分钟；11时 45分至 48分，试鸣空袭警报，鸣 6
秒、停 6秒，反复 15遍为 1个周期，时间 3分钟；11时 55分至 58分，
试鸣解除警报，
长鸣 3分钟。在试鸣防空警报的同时，通过市预警信息
发布中心、上海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频率
（AM:
6
4
8KHz
、FM:
1
0
5.
7MHz
）和手机短信，发布防空警报信息。
;,-./"012<=
防空警报试鸣工作由市民防办负责组织实施。
防空警报试鸣前，请各新闻单位及地铁、公交、相关公共信息发布
载体进行广泛宣传，
各区组织开展相关宣传并落实防空演练预案。
防空警报试鸣时，
由各区组织城镇居民进行防空演练。
防空警报试鸣期间，请各部门、单位和广大市民、过往人员积极配
合，
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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