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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莉莉 实习
生 刘润豪） 3 月 12 日，区委书
记庄木弟、区长华源出席“东方
美谷”园中园项目专题会、推进
会，听取关于“东方美谷”园中园
产业综合体开发建设等情况汇
报。庄木弟强调，
“ 东方美谷”园
中园建设不等同于一般工业项
目 ，要按照提高投资密度的要
求，加快实体经济发展，体现产
业特色和个性，加大招商力度，
走出新模式、新业态、新平台的
新路。
庄木弟指出，要不忘初心，
提高技术含量、创新发展模式，
促进产业升级城市转型，推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要围绕实体经
济，在产业链上做文章，在建设

全球卓越城市、长三角一体化等
更高站位上谋划好奉贤发展，在
盘活闲置土地、减少多批少用土
地、支持增容转型等方面求突
破，分层分类细化政策。要体现
产业特色和产业个性，围绕大健
康产业，包括食品、药品、化妆
品 ，争取各类行业实现万亿产
能。要强化服务内容，加大招商
引资力度，坚持“店小二”服务理

念，
“有求必应、无事不扰”
“帮人
难处、成人之美”。同时，按照准
入要严、效率要高的要求，在保
证质量的前提下加快实现产业
项目落地开工。
华源指出，园中园项目建设
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创新方式，要
进一步盘活存量，以项目为王，
保证项目落地开工的速度和质
量。要提高产业用地的规划产

出，提高容积率和层高，提高单
位土地亩均产出，实现业态和形
态的调整。要为优质项目量身
定制政策，规划建设与招商引资
齐头并进，避免二次转型，保证
政策和项目产出挂钩。要把握
好市场主体介入、开发运营的理
念和方法，与优秀的产业主体和
平台进行合作。要把握加快推
进、保证品质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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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2 日，春和景明。区
委书记庄木弟（中）、区长华
源（右二）、区人大常委会主
任袁晓林（左二）、区政协主
席陈勇章（右一）、区委副书
记王霄汉（左一）等区领导和
机关工作人员及各界人士约
150 余人在上海之鱼泡泡公
园挥锹植树。
（王菊萍/摄 记
者 傅潇瑶/文）

庄木弟主持召开专题座谈会时强调

以宅基地改革推动乡村振兴
本报讯 （记者 孙 燕） 3 月 12
日，区委书记庄木弟主持召开座谈
会，专题听取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
转改革试点有关情况汇报，推动奉
贤乡村振兴工作稳步实施。在座谈
中，
庄木弟强调，
农村宅基地改革是

撬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支点。当前，
农村宅基地功能价值、资源优势普
遍低估，必须要把握好城镇化发展
的社会规律，
坚持以人为本，
用好农
村宅基地“三权分置”这一国家红
利，
以农民相对集中居住为抓手，
大

力开展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等改
革，实现农村宅基地功能由单纯居
住向多元发展转变，由零散向集中
转变，宅基地价值从低水平向高水
平提升，真正让农民在改革中有新
收获。
（下转 2 版）

奉贤召开“南桥源”建设推进会，华源出席
精神”
，
精心策划，
聚焦重点，
全力推进。
华源充分肯定“南桥源”
启动以
来的推进工作，
他指出，
要看到当前
在动迁、招商和功能定位等方面的
问题和短板。
他强调，
要加快已经明
确的项目建设，
加快动迁收尾，
结合
老旧小区综合治理， （下转 3 版）

华源调研乡村振兴示范村
本报讯 （记者 崔一民） 3 月
12 日上午，区长华源调研乡村振兴
示范村及市级美丽乡村示范村，实
地察看南桥镇杨王村乡村振兴示
范村和青村镇姚家村市级示范村

创建情况，并座谈听取奉贤乡村振
兴示范村及市级示范村创建情
况。会上，南桥、庄行、金汇镇作交
流发言。
华源指出，
（下转 3 版）
本报常年法律顾问

天气预报

3 月 15 日 多云到晴 5-18℃ 西北风 4-5 级

本报讯 （记者 邵毓
琪） 3 月 14 日，奉贤区召
开 2019 年河（湖）长制工
作会议。区委书记庄木弟
强调，生态建设水是根本，
各相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实
行河（湖）长制的重要性，
要以赶考的态度，去做好
水环境整治，让锦鲤说话、
飞鸟代言。区委副书记、
区长华源主持会议，区委
副书记王霄汉出席。
对于奉贤在水环境中
还存在的一些问题，庄木
弟表示，各相关部门要加
快推进，奋战 100 天，让奉
贤的治水工作再上一个新
的台阶。他说，在水系规
划、更新时，切忌园林化、
城市化、工程化，要体现野
趣、生趣、情趣；要把水成
网作为突破口，抓住牛鼻
子，打通断头河，解决好肠
梗阻问题，因地制宜、归并
零星，提升水动力，消除污
染点，把水的生态、文化、
经济等功能，发挥得淋漓
尽致；
要实行全域治水、综
合发展，集成规划、管理、
工程、发展、生态等系统，
做出样板；要在强化开放
性、竞争性政策，一层一层
抓放权，一层一层抓落实
的同时，强化通报、督查、问责机制，持续推进河
道水环境治理。
华源指出，目前全区劣 V 类水体大多为村
沟宅河，在治理过程中，要注重坡岸回归自然，
实行市场化精细管理，压实工作责任，细化工作
方案，
为奉贤生态环境提升打下坚实基础。
区领导连正华、张开明参加。

庄木弟会见武警总队官员
本报讯 （记者 孙 燕） 3 月 14
日，区委书记庄木弟亲切会见武警
上海总队执勤第二支队政委吴方
泽、支队长李干和等一行。
庄木弟感谢驻奉部队对奉贤
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贡献。他表
示，奉贤将坚持把部队工作纳入到
奉贤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去谋划、
去部署、去落实，继续打响奉贤“双

拥”品牌，用清单形式为部队做好
服务工作，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同
呼吸共命运，为打造“奉贤美、奉贤
强”
的新高峰、新传奇作出贡献。
吴方泽表示，将围绕习近平总
书记提出的强军兴军理念，始终以
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引，按照应融则融、能融尽融原
则，
开展好军民融合工作。

唤醒
“沉睡”的农房

用工匠精神打造好项目建设
本报讯 （记者 潘丹云） 3 月
11 日，奉贤召开“南桥源”建设推进
会，
加快实施老城区有机更新。
区长
华源强调，
全区上下要高度重视，
把
“南桥源”建设作为本届区委、区政
府重中之重的项目，作为老百姓高
度关注的民生实事项目，坚持“工匠

奉贤召开河（湖）长制工作会议，
庄木弟 、
华源 、
王霄汉出席

探索新模式新业态新平台

让锦鲤说话、
飞鸟代言

庄木弟、
华源出席“东方美谷”
园中园项目专题会、推进会

——吴房村探索撬动乡村振兴支点
□记者 潘丹云
曾经的村居危房被改建成了
粉墙黛瓦的江南庭院，浑浊零乱
的小河浜打通梳理后越来越清
澈；青石板、小桥流水、磨盘农具
等农家本色，也被逐渐还原……
如今的吴房村，每天都在发生着
变化。走近一期项目，处处是美
景。乡村振兴的曙光，悄然映照
在这个美丽的村庄。该项目一期
工程从去年 9 月底开工，预计今年
上半年竣工。

上海市昆仑律师事务所（电话：
67104411）

3 月 16 日 多云 4-15℃ 偏南风 3-4 级

律师

让
“底蕴”
厚起来
和煦的阳光洒向宽阔平整的
大道，粉刷一新的房屋整整齐齐
……
往里走，三幢联排的江南小
院映入眼帘，这是即将对外开放
的民宿。再深入南部腹地，数十
栋带着现代元素、参差错落的水
乡建筑正紧张有序地装修。
项目的最西端，一座由鱼塘
改造而成的大型水塘倒映着岸边
繁盛的桃花林。去年，国内领先的
渔具企业，美人鱼垂钓俱乐部在

此举办专业钓鱼赛事。随着项目
一期开放，该企业将入驻吴房村
办公，此后公司承接的全国性钓
鱼赛事，也将移入吴房村举办，每
年将至少带来 20 万人次客流量。
目前，已有近 30 家企业、名
人工作室、高校创新中心陆续入
驻，其中包括同济大学新农村创
新融合中心、
（下转 2 版）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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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17 日 多云到阴 6-16℃ 东北风 3-4 级

3 月 18 日 小雨转多云 8-12℃ 偏东风 3-4 级

（奉贤气象台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