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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预报 2月12日 阴有小雨转阴有雨 4-10℃ 东南风 3-4级 2月13日 阴有雨 7-9℃ 东北风 4-5级 2月14日 阴有小雨 7-9℃ 东北风 4-5级 （奉贤气象台发布）

本报常年法律顾问 上海市昆仑律师事务所（电话：67104411） 律师 赵忠敏（电话：18018823586） 顾帅（电话：13585915168）

□记者 孙 燕

2月4日、5日（除夕、正月
初一），区委书记庄木弟来到
庄行镇渔沥村，走进浦江涵养
林，看乡村振兴新变化；送福
到吕桥农家，为百姓生活添喜
气；踏上庄行老街石板路，调
研江南古韵风貌。他走进公
安奉贤分局和奉贤消防支队，
向维护城市安全有序运行的
各条战线劳动者和广大平安
志愿者表示衷心感谢，送上新
春祝福。他来到青村镇吴房
村，检验基层实施乡村振兴实
践成果，更为新一年奉贤如何
继续当好全市乡村振兴战略
主战场作新的思考，提出新的
目标。

庄木弟说，要始终把人民
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放在
心中最高位置，既要算好奉贤
发展“经济账”，更要算好人民
群众的“幸福账”，让人民群众
在新一年里拥有更多获得感。
做上海乡村振兴战略尖兵

庄行镇，是奉贤区农艺公
园建设的核心承载区；青村镇
吴房村，是上海市首批确定的
9个乡村振兴示范村之一。经
过一年实践，两村都有明显变
化。在走访调研中，庄木弟看
到，渔沥村在确保“建设用地
只减不增、基本农田只增不
减”“离房不失房、离地不失
地”前提下，10 多家企业总部
落户涵养林中，为村级集体经
济增加了220多万元。而吴房

村，61户老宅基地转型为产业
综合体，30 家企业、名人工作
室、高校创新中心陆续进驻。
老宅变高端民宿，鱼塘变钓鱼
赛场，桃林变文创产业……这
些新兴业态与自然生态交相
辉映，组成了一个崭新的乡村
生命共同体、发展共同体。两
地受益村民纷纷拍手叫好。

庄木弟说，当前，按照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的
要求，上海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部署，奉贤大胆探索、创新
实践，已形成“一点、一线、一
面”的乡村振兴样板。新一
年，各地区要深入结合上海建
设卓越的全球城市目标，对标
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高
水准策划、高起点规划、高品

质建设，通过加大“三块地”改
革力度，实施好“1+3”工程，努
力探索壮大集体经济、增加农
民收入、打造江南水乡文化特
色的高质量发展新模式，切实
走出一条在国际化大都市背
景下的乡村振兴新路。

庄木弟强调，奉贤乡村振
兴的主线就是三个“必须”，即
必须深化“三块地”改革，激活
乡村活力；必须增强党组织牵
引力、群众内生力，进而形成
生产力；必须坚持跨界，大地
公园、农艺公园共生发展，田
园综合体、城市综合体、产业
综合体联动发展，从而实现一
二三产融合发展，真正成为上
海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尖兵。

（下转2版）

本报讯（记者 崔一民） 春节
期间，区长华源调研摩托车锦标赛
赛场建设情况、新市镇建设和乡村
振兴等工作，走访慰问假日值守人
员。他强调，要做好各项工作，让贤
城百姓度过平安祥和的春节。

2月3日下午，华源赴海湾旅游
区调研国际A类赛事世界摩托车越
野锦标赛中国上海站赛场建设情
况。他指出，要统筹考虑周边配套建
设，整合周边停车资源，优化交通组
织方案，整体提升周边区域环境。要
确保安全和质量，早出形象、早出功
能。要加大宣传和发布力度，加大赛
事溢出效应，带动旅游、会展、商贸
等产业发展。

大年初一上午，华源一行来到
区网格化中心，向坚守在一线，为城
市值守、为市民站岗的各街镇、村居

干部人员送去节日的问候，并询问
各街镇值班值守工作情况。随后，华
源来到公安奉贤分局指挥中心，向
值守的公安干警拜新年，向公安家
属致以节日的祝福和慰问。华源强
调，安全这根弦一刻不能放松。要牢
牢守住安全底线。随后，华源来到区
第二福利院看望老人，并向老人和
工作人员送去新春的祝福和慰问。
他希望老人们生活得更加幸福，健
康长寿。

慰问结束后，华源一行来到金
汇镇，察看达令港公园建设情况，并
听取新市镇建设情况汇报。华源强
调，未来的奉贤一定要更有人气，金
汇镇要在明确规划基础上，加快推
进达令港公园周边产业布局和功能
配套建设，完善日常养护机制和长
效管理机制，打造“15 分钟生活

圈”，切实提高老百姓的满意度和感
受度。要加快推进产城融合，提升城
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提高城市的
承载力、吸引力和辐射力，尽早形成
新市镇形态，起到样板和示范作用。
在金汇镇，华源一行还察看了“两个
美丽”建设情况，走访泰绿居委，
慰问一线值守人员，察看小闸港公
园建设情况。华源还赴泰日城中村
慰问相关建设人员，察看建设推进
情况。

当日下午，华源来到金汇镇新
强村，向村委值班人员表示节日的
慰问和祝福，并察看乡村振兴推进
情况。华源强调，奉贤作为上海乡村
振兴战略的主战场，要争取走在全
市前列。要积极促进农民增收，让老
百姓的钱袋子鼓起来。华源还看望
了新强村老书记乔益林。

□记者 孙 燕

春节长假，一定要去外地旅游
吗？未必。就在今年春节期间，记者
在古华公园、海湾森林公园等地发
现，无论是新婚燕尔、一家三口还
是四世同堂，选择在家门口过春
节，对于他们来说，同样精彩。

大年初二，阳光明媚，古华公

园内人流如织。市民孙杰就是其中
之一。当天，他带着妻子、女儿搭帐
篷、划小船、识古园，一家人玩得不
亦乐乎。他说，“过年期间全国上下
每个景区的人都很多，最后往往是
很累却啥也没看着、没学到。但这
里就不同。”他提到，园内，有唱红
歌的“民间艺人”，有以地为纸的

“书法大家”， （下转2版）

本报讯（记者 邵毓琪） 春节
长假，公安奉贤分局每日投入 650
余名至 800 名警力，启动加强型巡
逻防控，全面落实各项治安巡逻防
控措施，未发生重大突发案（事）件
和重大火灾、交通事故，未发生违
规燃放烟花爆竹的情况，为全区人

民欢度新春佳节营造了平安祥和
的社会环境。

今年是《上海市烟花爆竹安全
管理条例》实施后的第4个年头。平
安志愿者们深入社区大街小巷，坚
守在烟花爆竹禁放值守的第一线，
寒冷的冬夜涌动着一股股暖流。

既算“经济账”更算“幸福账”
——区委书记庄木弟春节期间走访调研侧记

让百姓过个平安祥和的春节
华源走访慰问春节值守人员、调研乡村振兴等工作

家门口的春节也精彩

己亥年奉贤平静迎新春

春节长假天气阴晴不定，出游、看电影、进图书馆成了市民首选。图为初二下午市民在古华公园草坪沐浴春日阳光。（记者 钱忠群/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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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孙 燕 潘丹云 邵毓琪
蔡倩雯 吴口天 崔一民 周 婧

2月11日，新春首个工作日。奉
贤各部门基层领导干部齐开工，勇当
奔跑者。他们之中，有的主动深入基
层，开展调查研究；有的乐当宣传员，
为发展凝心聚力；有的谋篇布局，把
工作落细落实到位……以实际行动，
为新一年奋力打造“奉贤美、奉贤强”
的新高峰、新传奇开好局、起好步。

“收骨头”、鼓干劲
为发展聚力成首日第一要务
干事创业，关键在人。
首个工作日，南桥镇党委书记王

震以走访慰问为契机，统一思想，凝
心聚力，吹响新一年全镇上下重点打
造东方美谷园中园产业综合体、实施
好乡村振兴战略的号角。上海市工
业综合开发区党委书记、副董事长李
永杰当起“宣传员”，为工作人员、企
业宣传开发区新一年的奋斗目标，即
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推动奉贤高质量
发展；一如既往地服务好企业，为企
业发展保驾护航。柘林镇党委书记
鲁瑛以学习区乡村振兴工作会议精
神的形式，研究部署柘林镇乡村振兴
工作方案，就全面完成郊野单元（村
庄）规划编制、加快农民集中居住步
伐、深入推进“三块地”改革等事宜进
行深入部署。

统一思想，贵在看清形势、抢抓
机遇。青村镇党委书记陈建国给基
层干部上了一堂“分析课”，告诫干部
们既要认清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下

面临的压力和挑战，又要抓住青村发展的重大机遇和优
势。海湾镇党委书记戴明华给群众带去了好消息，新的
一年，海湾镇将打造海湾特色民生服务品牌。区民政局
党委书记、局长陈静以召开领导班子工作会议的方式，
梳理当前民政工作面临的新要求，明确新一年目标。西
渡街道党工委书记张征相继走访西渡18个村居，让基层
干部认清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性，希望干部能以

“脱胎换骨”的精神推动乡村振兴。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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