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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集团：不忘初心 服务群众
■资讯

徐汇区斜土街道党员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以奋进姿态扛起使命和担当

昨天的我们，勠力同心、负
重前行，是为解决群众住房条件
困难，敢作担当的“猛将”

老一辈上海人都知道平江
地块，它位于中山北路南侧，交
通路北侧，交通西路两边，是上
世纪90年代普陀区危房数量最
多、居住密度最高、环境质量最
差的地区。1994年2月，普陀区
吹响了改造平江地块的冲锋
号。作为西部集团前身一部分
的区房管系统员工，用三个月时
间完成了3000余户居民的动迁
任务。1996年，集团成立了西部
动拆迁置业公司，在两湾一宅、
同乐村、棉纺新村、合利坊、曹家
村、中兴村、东新村等重大征收
战役中，屡创佳绩、捷报频传，被
业界公认为“西部铁军”。

集团不仅擅长造房子，还擅
长管房子。1985年6月23日，星
期天，徐虎在辖区内挂出了3只
夜间报修服务箱，还写了告示：

“凡附近公房居民，如遇到晚间
水电急修请写上纸条放入箱中，
本人将为您服务。开箱时间：每
晚七点，中山北路房管所徐虎。”
从那一天起的十多年间，徐虎总
是准时背上工具包，骑上他的那
辆旧自行车，直奔这3只报修箱，
按着报修单上的地址，走了一家
又一家。十多年中，他从未失信
群众，累计开箱服务3700多天，
花费7400多个小时，解决水电急
修问题 2100 多个，被群众誉为

“十九点钟的太阳”。他2次被评
为上海市劳动模范，5次被评为
全国劳动模范，获得全国优秀工
人代表、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等称
号。2009年，他入选100位新中
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并荣
获“时代领跑者——新中国成立
以来最具影响力的劳动模范”的
称号。

今天的我们，因时而进、守
正出新，是为满足群众美好生活
的愿望，敢作担当的“闯将”

改善小区环境，提高群众的

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不仅要
在硬件上下功夫，蹄疾步稳推进

“三旧”换“三新”工作；也要在软
件上下功夫，持之以恒提升物业
服务能级。2019年4月17日，区
委书记曹立强到集团调研，对我
们提出了进一步加快推进企业改
革，进一步加快主业提质增效，进
一步加快人才队伍建设三个要
求。一年多来，我们把“三个进一
步”作为企业改革发展的指导思
想和行动指南，真抓实干、砥砺奋
进，对物业板块进行了两轮改革
重组，逐步形成了“4+2+1”的格
局；完成了所管小区内313处非
机动车库标准化改造；以“服务标
准化、管理精细化、运营智能化、
发展品牌化”为重要抓手，消灭了
不合格小区，小区的优良率从
2018年的62.39%提升至71.26%；
成立了徐虎加装电梯工作室，至
今已经有24台加装电梯项目获
得了立项批复。

明天的我们，对准焦距、精准
施策，是为普陀实现转型蝶变、崛
起赶超，敢作担当的“干将”

2020 年新年伊始的疫情暴
发，是一场保民生的考验。疫情
何时开始，我们没有选择；疫情
何时结束，我们也没有选择，唯
一可以选择的只有坚守与战
斗。公司将统筹推进疫情防控

和企业改革发展两项重要工作，
坚持“培根”与“固本”，两手抓，
两手硬，努力夺取疫情防控和实
现企业发展目标的“双胜利”。

“岁寒知松柏，患难见真情。”
上海西部集团在自身资金极度紧
张的情况下，勒紧腰带，压缩开
支，为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减
免租金一千八百余万元，实实在
在帮助扶持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
户。公司将大力推进苏州河沿线
综合整治工程，为进一步提升苏
州河沿线景观风貌，精彩演绎苏
州河十八湾的历史故事而创造条
件。并且将非居存量房屋，改造
成西部乐巢长租公寓，并安装了
智能电表、烟雾燃气报警器、视频
监控等智能装置，深受青年人喜
爱。公司将提速加码，抓紧建设
600坊保障房，让翘首以盼的百姓
们早一天住上新房子。我们要对
标先进，立志把中兴村长租公寓
建设成为集社交、娱乐、运动、休
闲、居住于一体的大型综合社区，
为更多来上海创业就业的人才解
决住房问题。西部集团将加快推
进公租房运营管理的信息化进
程，以租赁申请便利化、房源信息
透明化、分配供应精准化、租房管
理智能化、配套服务人性化为目
标，推动普陀区公租房发展质量
和管理服务水平全面提升。

卢志良 金蓓

近日，徐汇区斜土街道党工
委办事处抓住“四史”学习教育的
契机，不断深化“党员三先”党建
品牌建设，努力营造“人人负责、
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区亲邻
氛围。学习“四史”知识竞赛显本
领，街道举办“四史”学习教育“学
习强国”知识竞赛，寓教于学、寓
教于乐，以赛促学、以学促行，来
自街道机关、居民区、新社会组
织、中心、新经济组织和区域单位
等6支代表队参赛。

这次竞赛活动分为3个环节，
必答题、抢答题和团队展示题。
必答题以时间脉络为轴线，涉及

“四史”基础知识；抢答题不拘一
格，有图片题、影视题、音乐题等
不同类型；团队展示题要求每支
代表队在限定时间内，朗诵配乐
诗歌、演绎红色影片。赛后，为2
个先锋党组织、6名先锋党员颁发
荣誉证书，表彰他们在疫情防控
期间，身体力行诠释“党员三先”，
倾情付出彰显责任担当。

新时代文明实践文化志愿
者、上海评弹团副团长、国家二级
演员姜啸博，上海评弹团青年演
员、国家二级演员陶莺芸与观众共
话“四史”，回顾烈士王孝和的感人
故事。红色巡展、“先锋路线”共参

与，街道机关、居民区、各中心组织
社区党员集中观看“初心之地、红
色之城”——上海·党的诞生地图
片资料巡展，深入了解中共一大、
二大、四大在上海的历史事件，切
身体验早期上海的历史场景，助力
党员上好“四史”必修课，提升学习

“四史”新成效。
同时，斜土街道精心选取6个

具有不同内涵的“四史”学习教育
打卡地点，汇聚成一条独具特色的
学习教育“先锋路线”，量身打造

“身边人讲身边事”的微型场景党
课，不断推动社区党员汇通思想、
汇聚力量，与新时代文明实践点和
19个居民区实践站联动，持续积
蓄“党员三先”党建引领力量。

用心用情关怀党员度晚年，
建立党支部联系老党员、困难党
员制度，定期电话联系、上门走
访，为老同志们答疑解惑、与老同
志们谈话谈心。街道领导带队，
广泛开展“夏送凉”活动，慰问离
退休党员、困难党员63人。与社
区学校合作，每周组织一次合唱
团活动，参加各类联欢会，对接区
委老干部局、社区党校的学习资
源，丰富精神生活，让老同志们安
心、暖心、舒心和开心。

卢志良 张婷

走进长宁king88购物广场，
携手全国各地食品行业专业人
士，点燃鲜味科学学习激情……
自5月28日启动以来，太太乐第
三届全国鲜味科学知识竞赛吸
引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
和参与。据悉，该项比赛率先在
全国范围内竖起了普及鲜味科
学知识的旗帜。

如果你是一枚吃货，想要了
解鲜、享受鲜；或者你一直在科
普路上“上下求索”，从未真正体
验过“棋逢对手”的兴奋，相信你
不会错过眼下正在进行中的全
国鲜味科学知识竞赛。该比赛
秉承高参与度、高质量的原则，
为观众提供了一个公平公正的

竞技平台。
不久前，“画鸡之夫”王韬

闰、书法界名人赵强、资深摄影
师曹巨波齐聚太太乐鲜味博物
馆，通过画作、书法、镜头记录
鲜、演绎鲜，拉开了鲜味科学竞
赛的序幕。

据悉，该项比赛为期6个月，
分为海选、初赛、复赛、附加赛、
半决赛、决赛六个阶段，每个阶
段比赛结果都将即时发布，并同
时发放奖品，最终前十名将获得
南亚寻鲜之旅的奖励，并瓜分10
万元现金。

同时，选手们可以通过公众
号中的“个人中心”阅读《鲜味科
学与鸡精调味料工艺概论》一书

电子版，或打开优酷，搜索“鲜味
的秘密”，观看六集纪录片，即可
得到“竞赛秘籍”，有机会赢取大
奖。

本届鲜味科学知识竞赛自
启动以来，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
度重视。同时，主办方充分借助
纸媒、网站、微信公众号、抖音小
视频、地铁广告等，联合多方媒
体进行全方位宣传报道，营造出
了浓厚的参赛氛围，竞赛认知度
进一步提升，赛事影响力不断扩
大。中国调味品协会、中国食品
工业协会、中国烹饪协会等行业
协会，同济大学、上海海洋大学、
江南大学等高校也给予竞赛极
大关注和期待。 解敬阳

鲜味科学知识竞赛将迎半决赛

近日，荷兰皇家菲仕兰旗下
品牌皇家美素佳儿和天猫 Club
联手，在上海联合开启沉浸式街
舞训练营。在开营仪式现场，街
舞小选手和皇家美素佳儿天猫
旗舰店的会员还进行了精彩的
街舞battle赛，尽情享受舞台闪
耀时刻。而本次超人气街舞派
对，还真实还原了《这！就是街
舞 3》的场景，将现场设置为沉
浸式主题布景，1：1 街舞练功
房，专属街舞 battle 主舞台，令
消费者仿佛瞬间置身于霓虹闪
烁的街道的同时，提供了全新趣

味玩法。萌娃炫舞技和明星导
师助阵，将现场打造成一场超人
气的街舞派对。此外，街机游戏
式品牌体验区，让消费者在街舞
派对的空间和环境呈现中，更能
感知和了解品牌与产品。荷兰
皇家菲仕兰中国区总裁陈戈介
绍说：“菲仕兰坚持一切以消费
者为中心的理念，为他们带来优
质的产品和消费体验。未来，我
们将继续迎合年轻化趋势，在渠
道及营销等方面有更多的创新
和尝试，助力品牌打开 IP 营销
合作的全新思路。” 姜卓

超燃街舞训练营空降魔都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长三角
广大青少年通过艺术才能为抗疫
贡献自己的力量。为表彰鼓励青
少年参与文明实践，促进长三角地
区青少年文化交流。近日，“这场
战‘疫’，感谢有你——长三角青少
年艺术风采展示征集活动”颁奖仪
式以“云上直播”的方式举行。青
少年们通过上传爱心抗疫手指舞、
抗疫作品微视频等向最美逆行者

们表达真诚的心声和真挚的致
敬。自活动开始以来，吸引了逾
18万人参与，共收到绘画、书法、
书信、语言视频四类参赛作品3.3
万余件，网络总投票数高达1.2
亿。抖音、微视等短视频平台浏览
量360万，点赞数4万余。青少年
们通过艺术作品展现了中华民族
战胜疫情的决心和信心，以及同舟
共济、守望相助的真情实感。姜卓

青少年风采展示活动圆满收官

上海西部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是上海市普陀区区属功能型国资企业，承担
保障普陀区民生的职责。1995年，按照政企分开的要求，西部集团脱胎于普
陀区房管系统并正式成立了，但从它的发展历史来看，它已经有五十多年的
发展历史了。纵观上海西部集团的改革发展史，既是“四史”的缩影，也是西
部人风雨兼程、不忘初心、服务群众、砥砺前行的历史。

徐虎（右二）与服务队志愿者交流。 受访者供图

参赛人员合影留念。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