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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的志愿者和公益团队：
“水天一色”工程是我区贯

彻落实中央精神和市委、市政府
决策部署的重要抓手，是奉贤打
赢蓝天保卫战、打好碧水保卫
战、推进净土保卫战的重要举
措。区委、区政府正在全区上下
开展“水天一色”立功竞赛活动，
坚持把生态文明放在优先发展
位置，再造生态优势，绘就水天
一色的美丽意象。

为大力培育志愿文化，以志
愿服务创新社会治理，围绕区
委、区政府重点工作，进一步弘
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
愿精神，进一步推动我区志愿服
务制度化、规范化、品牌化发展，
各镇、街道、社区、开发区和区污
染防治攻坚战暨“水天一色”立
功竞赛活动6个专项工作组成员
单位，正在组织开展“水天一色

贤城志愿”美丽行动，通过层层
发动，形成人人参与的浓厚氛
围。全区志愿者和公益团队要
积极参加所在地区和相关单位
组织的“蓝天”“碧水”“净土”“清
废”“增绿”“美丽”等各类志愿服
务活动，展示我区志愿者、公益
团队在本次“水天一色”立功竞
赛中“学习雷锋 快乐志愿”的精
神面貌。

水天共一色，志愿满贤城。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积极投身
到“水天一色 贤城志愿”美丽行
动中去，关注身边环保，打造水
路林田，共同绘就“奉贤美、奉贤
强”的美好蓝图，切实打造一张
生态环境建设的靓丽名片。

上海市奉贤区精神文明建
设委员会办公室

上海市奉贤区志愿者协会
2018年12月4日

本报讯 （记者 崔一民） 近
日，由区投促局、上海市工业综合
开发区联合主办，国际动物无伤害
组织协办的“东方美谷·上海市工
业综合开发区投资推介会”在英国
成功举办，共吸引了如雅诗兰黛、
联合利华等来自英国和欧洲的 30
多家大型化妆品公司及 60 余名相
关业内人士参加。会上，开发区与

4家业内知名化妆品企业签署了投
资意向书。

本次推介会，开发区围绕“东
方美谷”理念、开发区区位优势、投
资环境、奉贤综保区特色、产业链
互动以及投资载体进行主旨宣传，
同时就进一步改善中国化妆品产
业营商环境及相关产业监管规定
与参会客户进行研讨。

倡 议 书
——致全区志愿者、公益团队的一封信

本报讯（记者 崔一民） 11月
29日，瓷书画（上海）体验博物馆和

“奉贤·景德”两地共建产业基地在
海湾旅游区举行揭牌仪式。这是文
化部文化艺术人才中心瓷书画上海
基地，也是奉贤打造“上海文化”品
牌又取得一项创新性进展。区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徐卫出席，副区长袁
园和景德镇市相关领导共同揭牌。
来自景德镇市的40余名国家级、省
级艺术大师出席。

据了解，瓷书画（上海）体验博
物馆是集瓷书画为一体，以传承弘
扬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为宗旨，文
化艺术交流及相关文化产业链的综
合服务平台。馆藏面积 7000 平方
米，项目涵盖整个文化产业生态
链。

博物馆共有 4 个楼层，分别涵
盖艺术收藏展示、品质休闲体验、
文创产品销售、艺术品产权交易4
种业务。其中，3楼为上海第一个

以陶瓷艺术品为中心兼顾书画艺术
品的艺术品交易中心，现已与国内
多名瓷书画艺术家签约，合力打造
艺术品金融平台暨艺术品产权交易
中心。

海湾旅游区党工委书记李秋弟
表示，海湾旅游区将以此次与景德
镇市合作为契机，携手保护与传承
瓷文化，加强文化艺术交流，促进
文化产业事业繁荣发展，实现“美美
与共”的大格局。

本报讯 （记者 潘丹云）
11 月 30 日，奉贤区举行 2018
年防震减灾科普宣传暨抗震救
灾应急演练活动。当天演练分
为先期处置、紧急避险与疏散、
紧急救援和新闻应对等4个环
节。近千人参与。

区委常委、副区长连正华
参加活动。

本报讯 （记者 吴口天）
11月29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疾控局专家来奉开展国家慢
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复审技术
评估工作。分赴点位实地查
看，查阅了资料，听取介绍。

市卫健委副主任赵丹丹，
副区长袁园出席。

本报讯 （记者 蔡倩雯）
11 月 24、25 日，第五届“海峡
杯”马术邀请赛暨 2018 年上
海市青少年马术公开赛在奉贤
海湾松声马术俱乐部圆满落
幕。

比赛分为各级别场地障碍
赛及地杆赛。12 家海峡两岸
的马术俱乐部 60 余匹赛马参
赛。

瓷书画（上海）体验博物馆揭牌
“奉贤·景德”两地共建产业基地在海湾旅游区

奉贤千人参与
救灾应急演练

国家疾控局作
复审技术评估

区投促局、市工业综合开发区

在英国举办投资推介会

马术邀请赛事
海湾圆满落幕

游客在博物馆二楼观看精美日用瓷和瓷器收藏品游客在博物馆二楼观看精美日用瓷和瓷器收藏品（（王菊萍王菊萍//摄摄））

做好岁末收尾 抓好新年开局
（上接1版）同时，宏观经济外部

环境的不确定性和资源紧约束条件
也给奉贤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新的
挑战。区政府要坚定自信，咬紧目
标，脚踏实地，不反复不折腾，一件接

着一件办，一年接着一年干，推动各
项工作和经济指标再上新台阶。

华源要求，2019 年政府各部门
要保持定力，提高能力，精准用力，聚
焦“三高”。2019 年，奉贤主要有七
项任务，即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

升新城建设，推动乡村振兴，大力推
进水天一色工程，加强社会治理创
新，进一步加大民生保障的力度和不
断完善政府和党组的自身建设。区
政府各级部门和街镇要不打折扣做
实做深，勇于开拓创新，敢于担当，有

创造性地开展各项工作，在工作的特
色差异亮点上做文章，统一思想，拧
成一股绳，相互配合，相互支持，目标
一致向前进。

副区长连正华、顾耀明、唐丽娜、
梅广清、顾佾、袁园参加。

开拓思路谋发展 改革创新求突破
（上接1版）按照“从稳中有变到

稳中求进再到稳中有优”的目标，主
动拥抱三大利好，以时不我待、敢于
奋斗的精神，抢抓机遇、乘势而上、主

动作为。
会议强调，贯彻落实李强同志有

关讲话精神，就要以东方美谷、汽车
未来空间、南部中心城市建设为契
机，对标国际最高最好，不断完善城

市功能布局，全面提升城市能级和核
心竞争力走在全市前列。

会议指出，贯彻落实李强同志有
关讲话精神，就要咬定目标，立足奉贤
实际，在“水天一色”工程、产业转型、

乡村振兴上攻坚突破，勇当开路先锋；
就要调动方方面面积极性，凝心聚力，
推进奉贤改革开放发展。

区委常委徐卫、韦明、包蓓英、周
龙华、连正华、顾耀明、孙嘉丰出席。

远看是公园 近看有菜园
（上接 1 版）在居委会的帮助和

指导下，居民纷纷主动参与，力气大
的居民负责清理垃圾，腾出空地；有
种植经验的居民则负责翻土，为后期
做准备；还有不少居民挨家挨户收集
油桶罐子、闲置的瓦罐等，打算改造
成花坛、花盆等。住在东街 34 号的
何妙秀，就是一位“种植高手”，自告
奋勇当起“园长”，负责日常的种植和

养护。不仅如此，她还“招募”了居民
陆亚云、王扣娣作为“副园长”，一起
改造这片空地。

为了体现“都市”和“菜园”理念，
居委干部和3位“园长”商量，大家分
工合作。居委干部主动协调各方资
源，用草坪、花卉、灌木、绿树等勾勒
出微公园的样貌，而“园长”们则负责
在公园里开垦出9个“微型菜园”，每
个“菜园”都只占半分地左右，都是用

废砖、木条等围成的。为了让这个
“都市菜园”每天充满生机，3 位“园
长”还自定了“管理章程”，每位“园
长”除管好“菜园”外，还每周轮流养
护整个公园。此外，居民们还为“都
市菜园”起了一个名字“东篱园”。何
妙秀说：“东是东街，篱是田园的意
思，这个名字就是说，东街有了自己
的田园。”

公共的“菜园”，居民们也可以共

享成果。只要是东篱园里种出来的
新鲜蔬菜，东街的居民都可以申请免
费享用。王扣娣还告诉记者，自从有
了东篱园，居民的生活也越来越丰富
了，“很多小朋友都到这里来参观、学
习，还能学到很多农耕知识。”

而自从东街有了“都市菜园”后，
其他居民也分外眼红。住在南街的居
民唐慧秋说，“南街也有好几块空地，
居民们也有意向改造成都市菜园呢！”

拥抱“三大机遇”打响“四大品牌”
（上接 1 版）聚焦营商环境的改

善和制度的创新，打造产业的新高
地。聚焦土地，加快囤地动迁，加快推
动土地减量化。聚焦城市运营，全区

上下要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围绕着
一个新片区、两个新平台和南上海中
心，加快推进东方美谷园中园建设。

华源指出，建设东方美谷园中园
是奉贤明年和今后相当一段时间的

重点工作，对奉贤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意义重大，要狠抓落实，不折不扣
地推进项目落地。下阶段，要特别
注重产业项目的质量，引进好项
目，加快转型升级。同时，要更加

注重政策的有效落地，把政策落地
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明确时间节
点，做到衔接顺畅。

区领导韦明、连正华、顾耀明、马
建根、梅广清出席。

列出任务书 排出时间表
（上接1版）进一步解放思想，把

宅基地改革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
积极探索宅基地多元化转化形式，
促进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同
时，区、镇两级要搭建相应的运行
平台，促进集体经济增长、农民增

收、风貌统一。
庄木弟指出，实施好乡村振兴

战略，就要把“三块地”改革作为
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以
问题为导向，创新开设“政策超
市”，解决农村养老、农民居住、宅
基空置、农民增收、集体资产壮大

等问题，让群众在改革创新中拥有
更多选择，以制定标准化、开放
性、竞争性的政策，激发群众内生
动力，多元化解决问题。

庄木弟强调，实施好乡村振兴
战略，就要推行处级干部助力村级
组织建设推动乡村振兴行动，为农

村实施乡村振兴送思想、送眼界、
送资源、送技术，全面推动乡村振
兴在基层开花结果。要列出任务
书、排出时间表、划定路线图，为
明年工作开好局。

区领导韦明、连正华、顾佾等
出席会议。

分享“美丽奉贤”建设体会愿景
（上接 1 版）激发未来发展的动

力活力，努力打造无边界的奉贤；就
要以城市之美、产业之美、文化之美、
生态之美，构筑出城市、产业、文化、
生态“四梁八柱”，努力打造个性化的

奉贤；就要加强价值判断与技术判
断，强化政策策源，勇攀高峰，努力打
造富于激情、勇于创造的奉贤。

听完报告会后，现场的电气学院
大二学生姚佳甫同学说，“庄书记讲
产业和城市融合，讲美丽产业，认为

现代城市除了自然之美，更要有人文
之美、意象之美等，对我们工科学生
很有启发意义。”

据了解，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校是
沪上首设学习十九大精神课程的高
校。开课近一年来，已围绕“科技创

新如何推动生产美”“新时期美丽乡
村与乡村振兴实践”“生态文明与美
丽中国建设”等主题，陆续登台授课
的，既有校外著名专家和教授、行业
企业老总、地方党政领导，也有校内
各相关学科领域的知名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