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孙 燕

“我们应该成立乡村发展基
金，助力乡村开展基建、整治等行
动。还要积极引入工商资本，让农
村资产进城。”2018年新年前夕，在
南桥镇华严村委会，上海沪鹰机动
车检测站有限公司等 35 位政府官
员、企业家、农场主、律师、学校校
长等集聚一堂，以“乡贤能人”身份
重回故乡，为的就是一件事：为华
严村新年能有新气象想点子，让华
严村也能随着奉贤发展脚步走上
新的“创业”之路。

“一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但
集体力量是无穷的。”上海沪鹰机

动车检测站有限公司林正鑫倡议，
大家共同创建华严村发展基金，

“这笔钱可以用到村里的扶贫帮
困、环境治理等。”这个提议，很快
得到上海冠虹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等单位的热烈回应，短短几分钟就
筹到近50万元。

“我们中间，有的是做律师，有
的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有的则
有丰富的调解经验，是不是应该为
村里开展群众工作奉献绵薄之
力？”村里的老书记沈团强，此番回
乡就打定了要给村里出出力的主
意，便也主动当起了“带头人”。

“老沈带了头，我们哪有不跟
的道理。”另一位村里的老书记朱

新龙也有同感。随后，大家纷纷起
身响应。就这样，一支“乡贤能人”
调解队成立了。

还有不少“乡贤能人”选择通
过解决一件件小事来提升村民幸
福感。比如，上海伟星新型建材有
限公司会定向招聘华严村村民，让
村民不愁找不到工作。上海千意
置业有限公司则分享如何将集体
资产壮大的想法，让村民对未来充
满憧憬。

为了抓住乡村振兴计划这一
契机，6 位“乡贤能人”还当场组成
了顾问团，他们的责任颇为艰巨：
一个是将各方力量整合到村里，培
育带动农村发展的新型业态；另一

个则是通过“农村美、农业强”的打
造，让更多乡贤能人回乡，让更多
年轻人回乡。

“乡贤能人”给村里带来的主
意、点子、意见，让“80后”村书记曾
耀信心满满，“他们眼光远，让村干
部主动走进‘学堂’充电；他们格局
大，带着村干部往改革创新路上
跑。很多事，我们也敢想、敢做了，
也相信能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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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邵毓琪） 醉酒
后驾驶小货车，夜间撞伤行人并逃
逸，又与小客车发生两车事故，再
次试图逃逸。近日，奉贤警方依法
查处一起醉酒驾驶造成两起事故
的案件。犯罪嫌疑人台某因涉嫌
危险驾驶罪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1月3日，奉贤警方接报警称：
浦星公路奉柘路路口发生一起机
动车撞行人后逃逸的交通事故。
交警支队张警官到达事故现场后，
发现肇事车辆已逃逸。据受伤的
行人表述，肇事车辆为一辆小货
车。民警随即呼叫指挥中心调阅

监控录像，查找肇事车辆。
在事发现场，张警官又接到一

起 110 报警，就在几百米外的另一
个路口，发生了一起小货车肇事引
发的两车事故。张警官到达现场
后，发现两车司机正在就事故责任
和赔偿发生争执。

民警在与当事双方沟通过程
中，察觉到小货车司机台某语无伦
次，且无法完整地陈述事情经过，
怀疑其有酒驾嫌疑，经现场呼气检
测，肇事司机台某酒精含量达到
201毫克/100毫升。张警官随即将
台某送至医院抽血，经鉴定检测，

肇事司机台某已涉嫌醉酒驾驶。
随后，台某被带至事故大队做进一
步调查，通过民警现场勘查得来的
结论，最终，台某对他连续两次交
通肇事后逃逸的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台某已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
奉贤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交警部门提醒：发生交通事故
时，理应下车查看，勿存侥幸心理。

日前，记者在平庄公路李窑中
心路交叉口，看到路边绿化带背后
堆积大量垃圾。平庄公路上车流
量和人流量不小，望有关部门重视
路边的垃圾乱堆放点，清除这些

“污点”。 （记者 陶 涛/摄影报道）

本 报 讯 （记
者 潘丹云） 1 月 9
日，奉贤召开无违
建村居（街镇）创建
工作培训暨拆违推
进会。

奉贤区创建工
作于去年 12 月全
面启动，在 3 年时
间内，将验收结果
纳入区政府绩效考
核。力争到 2020 年
基本完成无违建村
居的创建。

“无违建居村
（街镇）创建工作，
是一项全民参与、
动态管理的长期性
工作，注重的是常
态长效……”区城
管执法局负责人在
培训授课中介绍，
无违建村居（街镇）
创 建 工 作 要 聚 焦

“五违”点位、“三沿”区域点位和重
大安全隐患点位重点整治，结合两
个“和美”创建、生态修复和环境整
治工作，做到拆违还路、拆违还绿、
拆违还水，腾出更多的生态环境公
共空间，让群众真正感受到生活品
质的提高。

此次创建奖补共需筹措资金4
亿元，用于无违建村居验收奖补。
此外，奉贤还将在通过验收达标的
村居中，对各村居拆违创建推进速
度快、消除“五违”情形和安全隐患
总量多、生态修复好、群众满意度高
等情况，由区委、区政府审定后，授
予“无违建创建先进村居”称号，并
从奖补资金中安排3000万元，进行
奖励表彰。

会议要求，创建工作要抓好排
摸公示、宣传教育、集中整治、建立
长效 4 个阶段，特别是要做好排摸
公示，摸清辖区内的违建底数，要一
个点位一个点位落到图上，位置、面
积、性质等情况一清二楚并上墙公
示，做到阳光透明、公平公正。

本报讯（通讯员 石建英）1
月11日，区政府征兵办公室发出
通告，今年全区网上兵役登记开
始了。具有本区常住户籍均须自
行登录“全国征兵网”（网址：http:
//www.gfbzb.gov.cn），在 6 月 30
日之前完成兵役登记。

今年参加网上兵役登记的对
象范围是：具有本市部属、市属全
日制公办普等学校、民办普通高
等学校和独立学院学籍，2018年
12 月 31 日前年满 18 至 22 周岁
(1996 年 1 月 1 日至 2000 年 12 月
31日期间出生)的男性在校生（本
科三年级，年龄放宽一周岁）和年

龄不超过 24 周岁(1994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的男性应届毕业
生。凡具有本区常住户籍、2018
年12月31日前年满18至22周岁
（1996 年 1 月 1 日至 2000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出生）的男性公民（不
含本市高校在校大学生和应届毕
业生）和年龄不超过24周岁(1994
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普通高等
学校男性毕业生，应填写兵役登
记和应征报名信息。适龄公民如
拒绝、逃避兵役登记或征兵体检，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如阻碍适
龄公民参加兵役登记或征兵体
检，教育不改者将追究法律责任。

1月10日，海湾镇星火社区“家门口”生活服务中心在寒潮来袭
时仍照常开张。4个居委联合开展大型便民服务活动，提供免费理
发、量血压、小家电维修、小商品售卖等12项生活事务便民服务。

（通讯员 商文珍/摄影报道）

“乡贤能人”送来金点子
南桥镇华严村新年迎来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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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酒驾驶连环撞 试图逃逸被刑拘

（上接1版）
检验工程进度：

获得感不断提升
来到位于金汇港东岸的区第二

福利院，一个花园式的养老环境呈
现在代表、委员面前，计划于今年6
月试运营，床位总数 768 张。代表
陈海英边参观边感慨，“这里有医疗
室、图书室、康复室，既能保障身体
健康，又有丰富的娱乐设施，让老年
人老有所得老有所养。”

音乐动感，灯光斑斓，即将投入
使用的社区大学的舞厅吸引了委员
李丹：“这里教室宽敞，排练厅功能
齐全，激发了我对老年生活的向
往！”

汽车抵达九棵树未来艺术中
心，看着热火朝天的工地，代表潘文
萍触动很深，在她眼里，这颗长在森
林里的种子，是奉贤对标最高最好
的新亮点，“李强书记强调要打造四
大品牌，九棵树就是我们奉贤的一
大亮丽品牌，这是实实在在的惠民
工程，我们特别高兴，特别满意！”
走进美丽乡村：

找到了儿时的乡愁
走进柘林镇迎龙村的“和美小

径”，代表、委员们一路上对生态和
美新农村连连称赞，委员唐瑛说，

“这里让我想起了儿时的农村，水很
清，环境美，人文美。只有乡村美，
宅基美，才能为奉贤美打下扎实基
础。”

当得知金汇镇金星村通过“生
态村组·和美宅基”创建，在沿路、沿
河、沿宅建起了微公园时，委员柳毅
颇为兴奋：“点点滴滴间，可以看出
新农村建设正用高标准实践着让人

民过上美好生活的诺言。”他愿意贡
献自己在国际水彩画领域的资源，
帮助农村挖掘、提升文化气质。

而作为新城“田字绿廊”工程之
一，浦星公路西侧公园的建设情况
同样牵动着代表委员的心。“这里的
变化太大了。”代表王丹红是土生土
长的奉贤人，在她的印象里，自大居
开建以来，这里一直是一片荒地，

“今天荒地变成了公园，令人心生向
往。”

奉城镇东新市村是 2017 年上
海市生态环境综合治理 22 个重点
区块之一。看到整洁的环境，难以想
象这里以前是彩钢板堆积的汽车销
售点，代表薛斌说，“作为村干部，回
去后继续做好无违建村的创建。”曾
被纳入市级重污染河道清单的贝港
河，如今也焕然一新，代表夏国英感
慨，“相信老百姓已经真正感受到了
拆违整治后的改变。”
产业发展：

实体经济大有可为
“一期项目规划产品为护肤品

和面膜，项目满负荷投产后，可实现
日产出 120 万瓶，实现销售收入
33亿元。”来到上美韩束产业园，在
参观了先进的管理系统、乳化设备
和全自动仓库后，代表何晓红说，

“化妆品本是我们东方美谷的主打
产品，今天了解到了先进技术，觉得
很棒，期待美谷企业越办越好。”

2017 年 4 月投产的林内公司，
去年销售额达 28 亿元，总税收达
2.46亿元。参观了公司的生产车间
后，委员钟俊浩感叹，“林内的精益
化生产，往工业4.0方向转型，值得
奉贤中小企业学习。”

兵役登记开始了
6月30日前完成

（上接1版）脱贫攻坚关键靠人
才，要加强两地党政干部、专业技术
人才的交流和培训，发挥人才在推
动两地经济发展中的核心作用。脱
贫攻坚的目标是携手奔小康，要积
极落实好“千百十”工程的要求，凝
聚各方力量，为完成脱贫攻坚任务
并肩奋斗。

务川县委书记杨游明对奉贤4
年来协作帮扶表示感谢，他说，奉贤
的帮扶协作让务川搭上了上海发展
的“快车”，经济社会发展得以全面
提速。今后将继续学习奉贤的管理
理念、工作机制和干事作风，下一步

要在文旅产业、肉羊产业、菌菇产
业、人力资源等方面加强合作。

据了解，去年以来奉贤和务川
两地扶贫协作更加深入。2017 年
务川县完成地区生产总值70亿元，
增长 12.2％，综合排位在全省非经
济强县中排第10位，比2016年上升
4位。2017年全县预计减少贫困人
口 1.58 万人，10 个贫困村出列。
2017年，奉贤区累计协调落实上海
市财政帮扶资金1800万元，奉贤区
政府捐赠资金 220 万元，其他财政
捐赠资金 135 万元，组织社会各界
捐赠资金1020.64万元。

“把脉”城市发展 更好建言献策

奉贤与务川扶贫协作结硕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