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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思路谋发展 改革创新求突破

区委常委会议传达学习贯彻李强同志有关讲话精神

本报讯 （记者 孙 燕）
11 月 30 日，区委常委会举行
会议，学习传达贯彻李强同
志在区委书记座谈会上的讲
话及李强同志在会见出席
2018 东 方 美 谷 国 际 化 妆 品
大会部分中外嘉宾时的讲话
精神。区委书记庄木弟主持
会议并提出要求。区委副书
记、区长华源，
区委副书记王
霄汉作交流发言，区人大常
委会主任袁晓林、区政协主
席陈勇章出席。
会议强调，贯彻落实李
强同志有关讲话精神，就是
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和
考察上海工作时的重要讲话
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的头等大事和首要政治任
务，作为总结今年工作、部
署明年工作的重要依据，作
为求改革、出思路、定目
标、谋发展的重要依据，奋
力推动习近平讲话精神落到
实处。
会议指出，贯彻落实李
强同志有关讲话精神，就要
聚焦民营企业发展、做好特
色产业、优化营商环境三件
大事，
（下转 2 版）

远看是公园 近看有菜园
青村镇居民：
住在城区也可享受田园生活
和美宅基
和美楼组

创建

□记者 孙 燕
住在城市里，真的不能回归
田园生活吗？11 月 20 日，在青
村镇东街深处，记者看到了这样

一个场景：此地 300 多平方米的
空地上 ，既分别种植了各色花
卉、灌木和绿树等，也分区培植
了青菜、芹菜和生菜等，绿草地
里还铺设着石板路、石椅子和小
广场 ，人们既可享受公园的恬
静，又可享受田园风光，成为东
街 100 多户常住居民最受欢迎
的地方。

青村居委书记杨银花告诉
记者，在“生态村组·和美宅基”
“宜居小区·和美楼组”创建中，
居民种菜的现象很普遍。分析
原因，主要在于居民对农耕有着
天生的热爱，也是他们对“乡情”
的留念。在创建中，不少居民向
杨银花反映，
“ 有个地方能够让
我们过过瘾就好了。
”

可城区绿化不能侵占，河边
坡堤也不能种植，如何让鱼和熊
掌兼得？在创建中，居民发现，东
街里有一块 300 多平方米的垃
圾堆场，环境脏乱差不说，还总
是滋生蚊虫，
“何不利用起来，做
一个‘都市里的菜园’
？
”
这个想法
一经提出，
就得到了热烈回应。
（下转 2 版）

庄木弟主持东方美谷园中园建设汇报会，华源、
王霄汉出席

拥抱
“三大机遇”打响
“四大品牌”
本报讯 （记者 崔一民） 11
月 29 日，区委书记庄木弟主持
召开东方美谷园中园建设汇报
会，听取各镇、开发区、集团公司
关于东方美谷园中园建设的推
进情况汇报。区委副书记、区长
华源，
区委副书记王霄汉出席。
庄木弟强调，习近平总书记

来上海考察，给上海带来了三大
利好政策，奉贤全区上下要拥抱
“三大机遇”，打响“四大品牌”，
勇当开路先锋。同时，要做好准
备，迎接明年向奉贤流动的人才
流、资金流、信息流，推进东方美
谷园中园建设。
庄木弟指出，要把提高东方

美谷园中园建设的质量和水平
放在首要位置，优化提升园区建
设的形态和业态。要做到“三个
防止”，即防止投机，防止走老
路，防止无产业、无方向。做好
大数据分析，借助“外脑”推进招
商引资，借助市场力量引进好的
企业、好的项目。要聚焦重点，

找到合适的切入点，全力以赴推
进东方美谷园中园建设。
（下转 2 版）

庄木弟主持召开乡村振兴座谈会时要求

庄木弟以党的十九大代表身份走进应技大师生中间

列出任务书 排出时间表

分享“美丽奉贤”建设体会愿景

本报讯 （记者 孙 燕） 12 月 2 日，区委
书记庄木弟主持召开乡村振兴座谈会，专题
讨论“三块地”改革有关情况。庄木弟强调，
作为上海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主战场之一，奉
贤要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头等政治大
事，准确把握在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背景下的
乡村振兴的丰富内涵，把农村、农业、农民当
作优质资源思考，寻找最优选择，推动乡村振
兴“三级跳”，实现“记得住乡愁，看得见发
展”，
切实探索出属于奉贤的乡村振兴模式。
庄木弟指出，当前奉贤实施乡村振兴定

本报讯 （记者 孙 燕） 11 月 30 日，上海
应用技术大学图书馆的 B101 报告厅里座无
虚席。区委书记庄木弟以党的十九大代表的
身份，应邀走进上海应用技术大学，走进学习
贯彻十九大精神的高校系统课程《美丽中国》
课堂，为高校师生代表作“美丽中国·美丽奉
贤”为题的专题报告。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党
委书记刘宇陆主持报告会。
在专题报告中，庄木弟结合奉贤实际，用
诙谐的语言、生动的案例、理性的思考，为师
生勾勒出一个正在为“美丽”而奋斗的奉贤，

位明确，对推动乡村振兴走在全市、全国前列
作出了全面部署。总体来说，情况是好的，也
探索了一批吴房村、
“ 百村计划”
“ 农艺公园·
田园综合体”
等做法。
关于下阶段工作，庄木弟强调，实施好乡
村振兴战略，要把“记得住乡愁，看得见发展”
作为重点内容突破。记得住乡愁，就是要遵循
乡村自身发展规律，保留保护村庄肌理、自然
水系，推行“三分黑七分白”的江南建筑风格，
建设海纳百川的新江南风貌。看得见发展，就
要从经济角度研究乡村发展， （下转 2 版）

受到师生热烈欢迎。庄木弟提到，当前，奉贤
正在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美丽中国”要
求，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积极抢抓
机遇，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全力推动“美丽奉
贤”的建设，奋力打造世界高原上属于奉贤的
高峰。
在报告会中，庄木弟还分享了建设“美丽
奉贤”的思路。他指出，实现“美丽奉贤”的愿
景，就要突破奉贤发展的物理边界，主动拥抱
三大利好，将奉贤当作长三角一体化的一个
网络节点去谋划和布局，
（下转 2 版）

华源主持召开区政府工作务虚会强调

做好岁末收尾 抓好新年开局
本报讯 （记者 崔一民） 12 月
1 日，区长华源主持召开区政府工
作务虚会，结合实际谈今年工作的
成果、问题和短板，并提出 2019 年
工作的目标、思路和主要措施。华
源要求，进入年底，要做好各项收
尾 工 作 ，并 做 好 2019 年 的 各 类 计
划，
抓好开局，
争取开门红。
华源强调，奉贤正处于特定的

历史阶段，即历史的机遇期、发展
的关键期、改革的攻坚期、矛盾的
突显期、面貌的变化期。2019 年奉
贤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两大机遇
和两大挑战。一大机遇是中央对
上海的定位和赋予上海的历史使
命给了奉贤新的机会，另一大机遇
是上海下一步发展重心会进一步
向郊区倾斜。
（下转 2 版）

张全来奉调研生物医药行业
本报讯 （记者 崔一民） 11
月 30 日，市科委主任张全、副主
任朱启高一行来奉调研生物医
药，实地走访调研上海和黄药业
有限公司、上海亿康医学检验所

有限公司，座谈听取奉贤生物医
药产业发展情况，并与 4 家生物医
药企业进行深入交流，了解企业
的发展现状，听取相关意见和建
议。区长华源参加。
本报常年法律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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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昆仑律师事务所（电话：
67104411）

12-4 阴有阵雨转阴天 11-15℃ 偏北风 4-5 级

12 月 1 日，由市工业综合开发区有限公司、
市信息服务业行业协会和新华网长三角频道
联合主办的 2018 长三角城市群“双智”定向赛“跑”进奉贤，来自全市范围的 89 支代表队 421
名选手在开发区内 10 个赛点进行了有趣而又激烈的角逐，在参与趣味答题和运动比赛的同
时，
沿路体验了不一样的工业旅游风景。
（记者 崔一民/报道）
律师

赵忠敏（电话：
18018823586） 顾帅（电话：
13585915168）

12-5 阴到多云转阴有雨 11-15℃ 偏东风 3-4 级

12-6 阴有雨 10-14℃ 偏北风 4-5 级

（奉贤气象台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