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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以人
为本”的重要思想，以实际行动开展健康
活动，2009 年 11 月 11 日下午，集团开
展了第二届职工艺术节。此次活动的主
要项目有扔飞镖、跳绳、拔河、踢毽子、书
画摄影等。大家本着“重在参与”的精
神，积极投入到此次艺术节活动中来。特
别是跳长绳、拔河两项团体项目的竞争，
异常白热化，每个部门团队都拧着一股
劲，
不愿落后。此次艺术节活动不仅丰富
公司职工精神文化生活，增强职工体质，
更激发职工的创新意识、团结意识，推进
了集团的和谐文明建设。

上海宏泉集团有限公司主办

摄影作品二

万象始更新。值
律回春晖渐，
此新春到来之际，我谨代表宏泉
集团向长期以来一直关心集团发
展的各位领导、社会各界人士以
及公司全体员工致 以深 深的谢
意! 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
万事如意!
康、家庭幸福，
伫立岁首来回望，我们心怀
喜悦、
充满自豪。过去的一年，是
集团产业结构调整的收官之年，
也是推进新型产业结构发展的开
启之年，责任宏泉建设进一步深
化，集团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
设喜结硕果，我们向着宏泉的发
展目标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摄影作品三

以野四个落实冶推动集团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
宏泉集团党委在深入开展学
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袁按照上
海市和普陀区社会工作党委尧普陀
区科技党委的要求袁 根据企业产
业结构调整的发展实际袁 制定学
习实践计划袁积极落实实施方案袁
以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
来提高党员对集团产业结构调整
的认识袁更新党员的发展思路袁强
化了党员社会责任意识袁 统一了
集团的科学发展步调袁 推进了企
业产业结构调整发展工作袁 为实
现集团第二个十年发展规划奠定
了基础遥 活动中袁宏泉集团党委突
出了野四个落实冶遥
一是在活动组织上落实遥 在学
实活动准备阶段袁 召开了集团党委
会议袁拟定计划袁落实工作袁成立了
以王岳祥同志为组长袁 吴桂玲和凌
卫民同志为副组长的学实活动领导
小组袁 并专设以联络员为主要成员
的学实活动办公室袁便于统筹协调遥
各总支尧 支部在明确书记为学实活
动第一负责人的同时袁 设立了联络
员袁 一方面及时传达布置集团党委
学习要求和相关工作袁 另一方面将

支部学习情况书面反馈给党委袁以
掌握活动开展情况袁便于分类指导遥
活动伊始袁召开了党员大会袁科技党
委学实活动指导组詹伯安同志尧集
团党委书记王岳祥同志分别作了动
员讲话袁以统一党员思想袁便于提高
认识遥 集团党委还设立了平面媒体
和多媒体编纂员袁 负责学实活动简
报尧叶宏泉通讯曳 以及集团网站的宣
传工作袁 让上级党委和企业职工了
解实情袁便于各方监督遥
二是在内容形式上落实遥 集团
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以
支部为单位袁由各支部按照集团党
委学实活动实施方案袁结合各自实
际工作情况袁 分别制定学习计划袁
分别开展活动袁各支部重点学习了
叶毛泽东尧邓小平尧江泽民论科学发
展曳尧叶科学发展观重要论述摘编曳尧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作出的叶中共
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
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曳和胡
锦涛总书记在全会上的重要讲话
等重要文献遥 第一党支部结合普陀
区新一轮发展规划袁开展了党员知
识测验活动袁参与率达 100%遥 第四

支部组织党员积极分子到中共一
大会址参观学习遥 从党委班子到各
支部袁均召开了民主生活会尧民主
座谈会袁谈思想尧提建议袁共同提高
认识袁促进企业发展遥 集团党委与
复星集团党委在普陀区少年城袁共
同举办的党课学习活动袁使党员对
科学发展观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遥
党员认真听取职工意见袁以一对一
交流等方式就党建工作交换看法袁
听取职工对企业发展的建议袁掌握
职工之所需遥 他们针对自身工作中
存在的一至两个突出问题袁 挖根
源尧找原因尧定措施袁切实整改袁取
得实效袁以点带面袁以主要矛盾的
解决带动整体工作的开展袁推动工
作质量上水平袁每个党员都写了心
得体会遥 网络学习尧集中教育尧观看
VCD尧知识测验尧民主生活会尧迎世
博 3.5 集中行动党员志愿者服务活
动等形成了形式多样尧生动活泼的
良好局面遥
三是在实践行动上落实遥 集团
党委书记王岳祥同志主动关心尧了
解梅川路保安的生活工作袁当他发
现梅川路大楼保安夜间值班缺少

食物加热设备时袁立即指示购置一
台微波炉袁并委托凌卫民副书记送
到保安手中遥 第一支部通过网络交
流党员学习心得袁结合普陀区和企
业的当前发展情况以及今后发展
目标袁 开展了学实活动知识测验遥
第二尧三支部围绕梅川路改建工程袁
就安全施工问题展开讨论袁 他们提
出了施工区域封闭施工袁设立标志袁
留出行人通道的建议袁 被采纳并运
用于施工中袁 解决了周边居民安全
出行问题遥 梅川路联合党总支和第
三支部一起袁 以梅川路发展为学实
活动的工作重心袁 关心梅川路保安
生活袁到保安宿舍看望保安袁为一名
因家庭变故而生活困难的保安送去
1000 元的困难补助袁为合理安排执
勤排班次提出的建议也被梅川路管
理处所采纳遥 根据集团产业分布情
况袁正式成立了第四支部袁扩大组织
覆盖面遥 第四支部所属企业是新近
成立的服务业企业袁 他们积极开展
野企业科学发展建议书冶活动袁并围
绕集团新兴产业发展与区域经济社
会发展关系方面展开大讨论袁 增强
了企业社会责任袁为推动企业尧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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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尧科学发展夯实基础遥 在整个学
实活动阶段袁 共有三名群众递交了
入党申请书遥
四是在推动发展上落实遥 集团
党委结合企业党建和企业经济两个
工作实际袁 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
发展观活动袁 促进企业发展品质的
提高袁 得到了企业党员和职工群众
的肯定遥 各支部开展野科学发展的眼
光看企业冶尧野科学发展大智慧冶等
野我为企业科学发展献一计冶 活动袁
在企业中形成了提升党建工作水
平袁促进企业健康发展的良性循环遥
对此袁王岳祥书记认为袁深入学习实
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袁 使企业思想政
治工作从无形变为有形袁 从口头说
教变为具体行动袁党组织尧企业尧党
员以及职工群众之间的关系愈来愈
紧密遥 宏泉党建工作不断推进袁企业
经济工作健康发展袁 离不开党的改
革开放政策袁 离不开社会方方面面
的支持袁 离不开企业党员和职工的
共同努力袁 我们一定要服从和服务
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袁 不断提
高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度袁
承担好企业的社会责任遥

社会建设先进单位；梅川路文化
一年来，集团按照上海市和
普陀区发展现代服务业的要求， 时尚休闲街被评为上海市文明示
范标志 区域； 在普 陀区召 开的
圆满完成了对普陀民营科技企业
总部大厦的建设，并紧锣密鼓地 “迎国庆、战百天、保增长、作贡
献”活动中，上海祥和古浪房地
开展了招商工作；上海祥和博物
产有限公司和上海申豪房地产有
馆的开馆，提升了梅川路文化时
限公司分别被评为先进企业一等
尚休闲街的文化生活品味；集团
奖和二等奖。王岳祥董事长荣获
牵头成立 上海宝 祥小 额贷 款公
全国“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司，为在国际金融危机中的中小
业建设者”；
2009 年上海市 “光
企业提供发展资金帮助；集团联
彩之星”等荣誉。
手长征镇人民政府，又一次出资
过去一年所取得
对梅川路文化时尚休闲街进行升
的成绩，凝聚着各级领
级改造，为普陀区的 " 世博工程 "
导的亲切关怀，凝聚着
建设尽责任；宏泉丽笙酒店开业
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
一年来，在企业品牌的培育上和
更凝聚着全 体员 工的
企业经营管理的发展上取得了可
辛勤付出，对此，宏泉
喜的成绩；集团积极参与社会主
将深刻铭记！
流活动、慈善公益活动，为促进企
新的一年，新的希
业科学健康发展夯实了基础。
望。在新的一年中，
我们将进入
一年里，集团第三次
新型产业结构发展时期，将会面
荣膺中国优秀企业公民
临许多发展中的问题，然而希望
荣誉；获得了全国就业与
社会保障先进民营企业； 的风帆已经高扬，宏泉前行的汽
笛已经鸣响，让我们携手并肩，
连续第五次获评上海市
凝心聚力，克服困难，为迎接集
文明单位；上海市厂务公
团发展的新胜利、为推动区域经
开民主管理十年优秀成
济社会和谐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果奖；上海市推进学习型

宏泉集团荣膺全国就业与
社会保障先进民营企业
2009 年 11 月 30 日上
午袁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袁召
开了野第三届全国就业与社
会保障先进民营企业表彰
大会冶袁 全国 196 家获奖单
位和各省市 160 名代表共
计 356 人与会袁上海仅 7 家
民营企业获此殊荣遥全国工
商联党组书记尧第一副主席
金泽洙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部长尹蔚民尧全国总工
会副主席尧 书记处书记王
炯尧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等
领导出席大会遥集团获评全
国就业与社会保障先进民
营企业袁陆燕萍副总裁作为

集团代表接
受表彰遥
集团在
发展过程中
始终按照区
域经济社会
建设发展要
求袁 自觉服
从和服务于
区域经济社
会发展袁 不断推进企业发
展观念和发展模式的变
革遥 近年来袁又在企业中积
极开展责任宏泉建设遥 其
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袁
就是把职工保障和促进就

业作为企业的社会责任之
一袁 形成了企业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共同提高的发
展局面袁 提升了企业发展
品质袁 促进了企业与社会
的和谐共进遥

做优秀企业公民 促责任宏泉建设
要宏泉集团荣获 野2009 第五届中国优秀企业公民 冶称号
要要

2009 年 11 月 26 日,第
五届优秀企业公民责任榜
颁奖盛典在上海国际会议
中心隆重召开遥 集团凭借在
2009 年履行社会责任方面
的杰出成就而荣获野2009 中

国优秀企业公民 冶
奖遥
优秀企业公民
评审委员会通过
企业对消费者尧 员
工尧社区尧政府等
方面的责任以及
企业在环境保护 尧
公益慈善尧知识 产
权等方面所做出
的贡献进行综合考核袁结合
网络投票袁 最终确定了
2009 年度 野优秀企业公民
责任榜冶遥
这是集 团 通 过 实 际 行
动第三次赢得此项殊荣遥

作为中国社会的企业公
民袁 宏泉集团一直努力融
入社会尧回报社会袁积极参
与社会公益活动袁 承担社
会义务袁成为野创造价值的
企业冶遥 优秀企业公民创
建和责任宏泉建设袁使企业
的社会责任愈发强烈袁推动
了企业与区域尧经济与社会
的联动发展袁提高了企业的
整体发展品质遥 我们将一如
既往袁积极宣传和推广企业
公民理念袁 大力实施企业
公民行为袁 为促进企业和
社会的健康发展作出应有
的贡献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