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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孙 燕

时至今日，回想起两个月前
的盛夏，西渡街道五宅村81岁村
民王德华仍会感慨：“第一个签下
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协议，将宅基
地流转给村里发展总部经济，那
时候，心里没底。”

他没有想到，当初的冒险，会
让村里农村宅基地改革的春风在
这里开始荡漾，更没想到的是，两
个月后的今天，区委书记庄木弟
会走进他的家门，肯定他的勇气。

国庆第一天，庄木弟利用节
假日，用整整一天的时间，走进金
汇、庄行、西渡、柘林的乡村田野，
走进农民、党员、老书记、回乡创
业青年、大农户的宅基农家，围绕
农村宅基地改革，同村民们坐在
一条板凳上，唠家常、吃芦粟、啃

烧饼、话改革，一笔一笔计算着改
革给村民们带来的得与失。书记
的关切和关怀，让王德华和村民
们倍感亲切与鼓舞，也让大家对
过去、现在区里坚持实施乡村振
兴的方向，更加有信心。
“让你们住上酒店一样的社区”

69 岁的乔益林，在金汇镇新
强村，有一幢 200 多平方米的老
宅。算了算，这幢老宅共有7个房
间，却只有他一人住。“村里面，像
我这样的人可不少。”一大早，将
书记迎进门，乔益林就把村组里
的实情摊在了台面上。

“城里房子不多，没有居住条
件；孩子都成家了，住一起不方
便；居住在农村，房子太老了，又
不安全。”听完乔益林的话，庄木
弟分析说。“对！农村最大的问题
就是养老问题，这个宅基地改革

如果能解决这个问题，那吾伲肯
定举双手支持。”乔益林说。

“给你们在村里建养老休闲
社区，欢不欢迎？”庄木弟说，在这
个社区里，有小医院、小影院、小
书场、小活动室等，老人们都可以
租住到这里来。在这里，大家不
离乡土，不离乡音，不离乡愁，乡
里乡亲既可以彼此照顾，又能享受
到比敬老院还要好的养老服务。

“当然，改革的方式有很多
种。”在和新强村43岁村民谢永琴
交谈中，庄木弟给她算了另一笔
账，“通过宅基地置换的形式，还
可以用宅基地换靠近城区的房
子，到城里去生活。”“合算的！”谢
永琴笑着说， （下转2版）

本 报 讯 （ 记 者
孙 燕） 10 月 8 日，区
委召开专题座谈会，听
取“田字绿廊”推进情
况汇报。区委书记庄
木弟主持会议并强调，
要把“田字绿廊”建设
作为奉贤新城建设的
主要抓手，坚持以人为
本的发展理念，摒弃就
建设而建设等思想，在
野趣和情趣上做文章，
真正激活“田字绿廊”
的生态、文化、经济功
能，做出与众不同的活
力，切实把“田字绿廊”
打造成一条生态的廊
道，一条文化的廊道，
一条经济的廊道，一张
城市的名片。

庄木弟肯定了“田
字绿廊”建设在出形
象、出功能、出品质方
面取得的成绩。同时，
他指出，做活“田字绿
廊”，就要秉持“回归自
然、自然而然”原则，既
要营造“百里绿廊、万
亩花海”的自然景观，
更要营造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融合的诗意
空间；要以人为本，突出共享理念，既要建
设成为市民的生态福利，更要建设成为城
市品质的标志；要拿出时间表、路线图，推
动“田字绿廊”建设落到实处。他强调，做活

“田字绿廊”，必须先策划、后规划，牢牢守
住发展底线；要锁定目标，按照既定目标，
点、线、面全面开花；要进一步完善投资机
制。要积极运用市场力量来撬动质量和品
质提升，真正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区委常委、副区长连正华出席。

本报讯（记者 周 婧）10月
2日，区长华源一行赴区网格化中
心、青村镇吴房村等，察看城市运
行安全与乡村振兴示范村情况，
确保长假期间市民生活的安全与
全区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节日中，区网格化中心一线
值班的人员坚持“为城市值守，为
市民站岗”。吴房村正紧锣密鼓
加快施工进度，公共、公益建筑如
接待中心、咖啡馆、甜品屋等12套
建筑结构封顶中，计划国庆期间
完成建筑结构施工。

在吴房村村民费达权家中，
老夫妇向华源表示，土地流转后
他们一年收入就多了5万多元，现
在住进了颐养公寓，更是感觉和
在城市一样。华源仔细询问老费

夫妇在农村生活的感受和建议，
“特别好，特别感谢对我们村的重
视，”费达权说道，自从解决转诊
机制问题后，老人们不用再去镇
里医院转诊，在村中就可以转诊，
切实解决老年人看病配药问题。

华源表示，吴房村规划设计
必须体现郊区本土风貌特色，讲
好乡村故事，在田园风光中营造
有内涵、有文化、有底蕴的乡村文
化。农民宅基地流转后，要让老
年人用餐、看病和交通出行等更
加方便，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和白
领进来，让农村的人口结构更加
优化，让农村焕发出更多的青春
活力。华源强调，吴房村要在规
划理念和水平上、在生态环境面
貌上、在产业振兴上、农民集中居

住上、公共服务配套上、促进农民
增收上体现示范。

又讯（记者 周 婧） 10 月 8
日下午，区长华源一行走访上海
市农业科学院，共商双方合作事
宜，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
施。市农科院院长蔡友铭介绍农
科院发展情况。华源强调，双方
要在农产品品牌打造规划、标准
化体系制定、开发改良农产品品
种、绿色无公害生态环保、可追溯
系统、品牌销售渠道等“全产业
链”上进一步加大合作力度。

华源向市农科院长期以来为
奉贤三农工作作出的贡献表示感
谢，并表示，奉贤作为上海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主战场，要进一步
与市农科院紧密合作，（下转2版）

□记者 孙 燕

“没想到这辈子还能穿上婚纱，
让我们找回年轻时候的浪漫。”

国庆前夕（9 月 27 日），四团镇
五四村农家会所里一片欢声笑语，
来自村里的126对金婚夫妻穿上婚

纱、唐装，在这里拍婚纱照。而这，
也是他们人生中第一次拍婚纱照。

是谁让老人们有了别样体验？
原来，这场名为“金婚如歌，牵手夕
阳红”的活动，是由四团镇五四村党
支部搭台，企业、合作社、党员志愿
者助力完成的。 （下转3版）

本报讯（记者 孙 燕）10月
5日，区委书记庄木弟会见乐土投
资集团董事长刘如银一行，并围
绕生命科技主题展开合作交流。

庄木弟在会见中指出，奉贤
当前正在推进东方美谷产业园、
东方美谷小镇、东方美谷大道建
设，也在探索打造上海乡村振兴
战略的主战场，不断凸显沧海桑
田和通江达海的区位优势，奉贤
欢迎志同道合的朋友来奉贤发
展，助力经济腾飞。

副区长顾佾出席。

本报讯（记者 蔡倩雯）日前，区
委副书记王霄汉为奉贤2018年度“最
美庭院、最美阳台”获奖者颁奖。

今年，区妇联联合区绿化市容局，

以“让绿住我家，爱家爱奉贤”为主题，
动员全区家庭积极参与“最美庭院、最
美阳台”活动，打造一批景致美、家风
美的庭院（阳台）。

奉贤区召开作风建设落实年专题会议，庄木弟、华源、王霄汉出席

打造“硬作风”优化“软实力”
本报讯（记者 孙 燕）10月

8日，奉贤区召开“强化作风建设、
打响服务品牌、优化营商环境”作
风建设落实年专题会议，全面部
署下阶段工作。区委书记庄木弟
出席会议并强调，营商环境好不
好，人民群众有没有获得感，是衡
量干部作风水平高不高的分水岭
和晴雨表。全区各部门、各地区党
员干部要主动对照中央、市委提
出的要求，将“民心是最大的政
治”牢记心间，将“打造上海更加
优良的营商环境”的重任扛在肩，
主动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
平，坚持需求导向，问题导向，效

果导向，切实把干部作风转化为
现实生产力、软实力，强化担当、
狠抓落实，进一步强化作风建设、
打响服务品牌、优化营商环境，为
打造新时代“奉贤美、奉贤强”的
新高峰提供强有力的作风保障、
服务保障和营商环境保障。

区委副书记、区长华源主持
会议，区委副书记王霄汉出席会议。

庄木弟指出，强化作风建设、
打响服务品牌、优化营商环境，就
要善于抓住“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
展之间的矛盾”这一主要矛盾，做
一件成一件，通过主要矛盾的解

决，进而带动其他矛盾的解决，推
动各项事业的发展。就要在解放
思想上下功夫，解决好价值判断
的问题，摒弃“七机干部”现象，对
标顶级、争创一流。

庄木弟强调，强化作风建设、
打响服务品牌、优化营商环境，贵
在真抓实干。各地区、各部门要做
到政策不放空，管理不放任，资源
不放流，各级领导干部要做到改
革创新要放胆，推动工作要放手，
旗帜鲜明为敢于担当的干部担
当，旗帜鲜明监督执纪问责，旗帜
鲜明接受党组织和职工群众的监
督，切实推动作风建设落到实处。

要加强党的建设，围绕先锋、先
导、先行，对标优化营商环境标
准，树标杆、立典型，用实实在在
的行动推动作风建设取得成效。

就抓好会议精神落实，华源
指出，要牢固树立全局意识，做到
作风建设人人参与，服务品牌、营
商环境不分你我他；要以“作风建
设永远在路上”的恒劲抓好作风
建设，努力打造一支能干事、敢担
当的干部队伍，推动各项改革举
措落地落实；要抓好督查考核，以
督查推动落实。

前三季度，全区80余家单位
聚焦优化营商环境、（下转2版）

走在田埂上 叩开农家门
——国庆节庄木弟和百姓话乡村振兴

庄
木
弟
主
持
﹃
田
字
绿
廊
﹄
推
进
专
题
座
谈
会

建
百
里
绿
廊

汇
万
亩
花
海

农村美农业强农民富

庄木弟会见刘如银

王霄汉为“最美庭院、最美阳台”活动颁奖

金婚如歌 牵手夕阳红
————记四团五四村农家会所里一次记四团五四村农家会所里一次““集体婚礼集体婚礼””

华源节日第二天调研、节后走访市农科院

共绘乡村振兴这张蓝图
（（通讯员通讯员 丁丁 宇宇//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