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加快形成为基层赋权、

减负、 增能的强大合力， 不断

提升超大城市基层治理的科学

化、 精细化、 智能化水平

■ 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根基在基层； 完善城市治理体

系， 底盘在基层； 提升城市治

理现代化水平， 着力点在基

层； 建设人民城市， 落脚点在

基层

迎接元宇宙浪潮 浦东发布《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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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举行深化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会议 视频连线基层一线作部署

探索超大城市基层治理现代化新路

日前， 崇明区消防救援支

队在上海消防救援总队的大力

支持下， 联合闵行区消防救援

支队共同举办的“小小蓝朋

友” 消防亲子研学第一站在崇

明区前小桔创意农场快乐开

班， 来自上海各行各业的十余

组亲子家庭， 作为研学社的首

批学员参与此次活动， 此次活

动也会通过抖音、 快手、 微

博、 微信视频号等平台同步直

播。

活动中， 学员们通过崇明

区消防救援支队与前小桔农场

共同研发的消防科普互动课

程， 在实景体验中沉浸式地学

习消防安全知识。 “平日我们

小朋友也比较喜欢这种田间野

趣的地方， 这里玩得很开心，

还能收获消防安全知识， 小朋

友反馈结交到了新朋友， 认识了

消防员叔叔， 很开心。” 参与活

动的家长刘女士表示。 第一站活

动中设置了开班仪式、 车辆遇险

逃生、 “冒险岛” 夺宝大战、 逃

生演练、 “小小消防员” 灭火任

务、 亲子答题竞赛等环节， 学员

们分组对抗， 欢乐闯关， 学习消

防技能。

通讯员 黄海华 摄影报道

本报讯 上海市深化推进基层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会

议昨天举行。 市委书记李强出席会

议并强调， 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基层治理的重要指示精

神， 按照市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部

署要求， 深入探索符合超大城市特

点和规律的基层治理现代化新路

子， 加快形成为基层赋权、 减负、

增能的强大合力， 不断提升超大城

市基层治理的科学化、 精细化、 智

能化水平。

市委副书记诸葛宇杰主持会

议。 市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胡文容

部署工作。 市领导朱芝松、 郭芳、

彭沉雷出席会议。 会议在相关部

门、 各区、 街镇设分会场， 以视频

方式连线到基层一线， 全市各区、

街镇、 居村共 1.3万余人参加。

李强指出， 基层是城市治理的

基础所在、 重心所在、 支撑所在，

要充分认识深化推进基层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极端重要性。

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根基在基层；

完善城市治理体系， 底盘在基层；

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 着力点

在基层； 建设人民城市， 落脚点在

基层。 在上半年的大上海保卫战

中， 面对刻不容缓的“四应四尽”

任务， 面对千家万户的保供、 保

医、 保障需求， 广大基层组织和基

层干部展开了夜以继日的奋战， 挑

起了千钧重担、 顶住了空前压力、

经受了极限挑战、 破解了无数难

题、 付出了巨大艰辛， 为抗击疫情

作出了突出贡献。 同时， 要清醒看

到基层治理还有不适应的地方， 动

员组织能力还有待提升， 运行机制

还不够顺畅， 群众工作还不到位，

基础工作还不够扎实。 必须深入总

结， 对照中央关于推进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要求， 结合

上海实际， 更好扬优势、 补短板、

强弱项、 固根基， 践行好人民城市

理念， 构建好党组织领导的共建共

治共享基层治理格局。

李强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对上

海城市治理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

示， 为我们把握超大城市特点和规

律， 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根本

遵循。 要深化探索实践， 在新起点上

谱写基层治理现代化新篇章。 要把加

强党建引领与严密组织体系结合起

来， 把党的领导传导到基层治理的

“神经末梢”。 在深化市、 区、 街镇、

居村“四级联动” 中实现“同频共

振”， 坚持和固化党员报到、 干部下

沉、 领导包保机制。 在深化“两个覆

盖” 中打通基层治理“最后一公里”，

深入抓好基层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

盖， 进一步做实网格党建、 做强楼组

党建， 把党的工作触角延伸到千家万

户。

（下转 A7）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海纳百川 法润申

城” “法治， 愈多遇见、 愈多美好”

“法治‘沪’ 我向未来” ……伴随着

灵动的宣传语， 首届上海法治文化节

将于 9月 8 日至 10 月 10 日在上海举

办。 本着以人民为中心， 首届法治文

化节将秉承推动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与

上海城市文化相互融合、 与上海城市

发展相互赋能的办节理念， 将聚焦 2

大方面、 7 大主题， 打造 35 项重点

项目。 据了解， 首届上海法治文化节

由市委依法治市办、 市委宣传部、 市

法宣办三家单位联合主办， 各区委依

法治区办、 各区法宣办具体承办， 25

家市级委办局、 群团组织和高校等单

位参与和支持。

据介绍： 35 项重点项目包括 11

个主题宣传、 8 场主题论坛、 8 场征

集评选、 8 场体验活动， 并特别注重

网络空间法治文化建设， 推动人人共

享法治文化。

一个月的时间里， 首届上海法治

文化节将聚焦 7大主题， 分别是： 聚

焦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赓续红色法治文化基因、 诠释新时代

法治文化内涵、 发现江南法治文化魅

力的 3大主题， 以及聚焦法治文化融

入上海法治社会建设， 法治化营商环

境建设、 青少年健康成长法治保障、

基层依法治理、 网络空间法治文化建

设 4大主题。

依据 7大主题， 文化节分别策划

了红色法治文化学习体验、 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传承弘扬、 “法治元素

+” 活态传承、 “乡村振兴 法治同

行” 等重要活动， 以及策划主题论

坛、 主题宣传等重点项目。 丰富多彩

的项目将以创新法治文化形态、 完善

法治文化供给， 全面提升市民群众对

法治文化的体验感和获得感。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

会将于 10 月 16 日在北京召开。 为

此， 首届上海法治文化节的活动将突

出“献礼二十大”， 致力于把庆祝建

党百年激发的爱党爱国主义热情持

续传递下去， 将为迎接好、 宣传好、

贯彻好党的二十大和市第十二次党代

会精神凝聚起广大的思想共识与情感

认同。

首届上海法治文化节充分发挥

“党的诞生地” “初心始发地” 红色

法治文化资源优势和载体作用。 在一

个月的时间里， 各相关单位将组织开

展红色法治文化之旅、 党内法规主题

宣传、 邮票中的法治故事主题宣传、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研究展

示等活动。

首届上海法治文化节将通过广泛

开展“尚警讲坛” 公益传播、 “百校

百讲” “青春启航” 等主题巡讲， 策

划开展民法典主题公园、 智慧法院法

治观影、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 等群

众体验活动， 聚焦“应急状态下的基

层治理” 等重点话题举办专家论坛。

文化节将突出“以人民为中心”， 针

对不同人群设计不同活动， 让人们感

受到法治社会的良好氛围。 此外， 文

化节还将发挥知名互联网媒体平台优

势， 开通重要场次、 重要论坛网络直

播， 切实走好法治文化传播群众路

线， 打造法治文化全媒体宣传矩阵，

让人民群众的法治文化体验感更加充

盈。

除此之外， 统一征集评选“上海

法治文化节” 外观标识、 宣传语等经

典元素， 推动合理应用于城市“一江

一河一带”、 广场、 公园等公共空间。

另外， 文化节还将聚焦国门安全守

护， 举办自然博物馆、 崇明生态博物

馆等场馆“云” 参观活动及电台专

访； 聚焦“元宇宙” 虚拟空间依法治

理举办主题沙龙， 策划开展各类线上

线下的法治文化阵地或场景体验活

动。

以人民为中心，为城市发展赋能
首届上海法治文化节 8 日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