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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邵毓琪） 原定
本周末上市的奉贤黄桃，受台风

“利奇马”影响，成为奉贤果林经济
的最大“受害者”。据统计，青村地
区桃树已经倒伏44.2亩，合计4366
株；落果 3417.4 亩，已损失产量 13
万公斤，预计因台风受损，整体比
往年减产20%-30%。

10 日下午，奉贤普降大到暴
雨，狂风肆虐。记者前往青村镇，
路边的桃园里一片狼藉，落果满
地，不少碗口粗的桃树被大风吹
折，甚至被连根拔起……在青村
镇解放村的一黄桃合作社内，桃
农们正忙碌着，大伙们纷纷将已
经抢收回来的黄桃进行装箱。当
地一位老桃农含泪说：“此次台风
来的太不是时候，至少半年的辛
苦付之东流，损失非常大，桃园

里被风雨刮得乱七八糟。”
受 灾 期 间 ， 为 保 障 桃 农 安

全，青村镇紧急关闭黄桃市场，
禁止桃农进入销售，同时疏散桃
农离开桃园回家。而各黄桃种植
林地的抢险工作，则统一由各村
组织的应急队伍负责，在桃园里
不时可以看到身穿雨披的抢险应
急人员正进行沟渠疏通、树木加
固，避免因水淹影响今后黄桃树
生长。同时，青村镇各村还派出
工作人员至受灾桃农家进行安
抚，稳定桃农情绪。11 日，安信
农业保险公司理赔专员也第一时
间到场，启动受灾的赔付取证手
续，将尽快把理赔预付款拨发至
受灾农户手中，并最终确保受灾
农户的托底收益。

不仅如此，灾后，青村镇借

助电商平台拓宽网销市场，引导
农民“线上”销售；引导各黄桃合
作社通过东方CJ、中通优选等平台
销售黄桃。力推黄桃进超市，目前
已与佳思多、绿地优选、盒马鲜生
等精品超市签订合作协议，超市销
售点位 30 多个，遍布整个上海市
区。市农委对接了七大公园与第三
方的水果销售平台，打通销售平
台，在宣传周期间做一些特价的
活动，帮助奉贤黄桃尽快的销
售。区农委首次找到媒体合作，
把黄桃送进淘宝直播平台，乡村
寻味记让“黄桃+主播”在网上一
炮而红，打开销路；对接沪上“人气
美食”节目组为黄桃美食打榜；针
对灾后情况，组织黄桃合作社紧急
对接各销售公司、快递公司，确保
已有订单的运递安全。

“利奇马”致桃农损失惨重
预计因台风受损，青村镇整体比往年减产20%-30%

8月9日，2019第
十五届黄桃擂台赛在
青村镇吴房村举行。
来自青村镇近 30 家
黄桃种植户、黄桃种
植的合作社及农业企
业带着各自种植的精
品黄桃参加比赛。经
过评委对黄桃的单果
重量、色泽、圆整度，
以及口感、果肉色泽、
糖度等项目打分，最
终上海锦香桃业种植
专业合作社种植的黄
桃获得了本次擂台赛
的金奖。
（王菊萍/摄影报道）““锦香桃业锦香桃业””喜摘今年黄桃金奖喜摘今年黄桃金奖

本报讯 （记者 张莉莉 实习
生 刘润豪） 穿汉服、束扎染、
绘团扇、送香囊……8 月 7 日，市
工业综合开发区联合青村镇开展

“迎 70 华诞，过传统七夕”活动，
为园区内企业青年员工搭建联谊
交流平台。

来自开发区企业和青村镇的
24 名女青年、36 名男青年都身着
汉服，穿梭在青村老街的水乡民
居间拍照“打卡”，抽取红绳分组、
绘团扇束扎染、穿针乞巧、抢绣球
送香囊等环节，映衬传统七夕节
日，同时照片集赞换积分、才艺展
示表演、评选男女人气王等环节，
将现代文化与传统节日文化相融
合，赋予其新的现代呈现样式。

“快快快，把微信扫一下，男孩
子别愣着了，赶紧主动上去和女孩
子说两句啊……”在活动中，身着
一身红色汉服的“月老”张越峰可
急坏了，忙着活跃气氛，为不敢开
口的男女青年牵线搭桥。

“通过着传统汉服、过传统七
夕，为开发区内企业年轻人营造接
触中国传统文化氛围的机会。”工
业开发区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活
动不仅展示了新一代企业青年员
工风采，也能深入挖掘传统节日蕴
含的美好祝福、忠贞爱情等丰富的
文化内涵。

在良好的传统节日氛围下，截
至当日，共有 4 对男女青年成功配
对牵手。

市工业综合开发区联合青村镇

开展七夕青年联谊活动

本报讯 （记者 张莉莉 实习
生 曹忆文） 以政府搭台、产业融
合、院校合作的模式，聚焦生物医药
领域，在全球范围内搜集1000个优
质创新创业项目。8 月 7 日，2019
年“东方美谷·万物生长”全球生
物医药创新创业大赛新闻发布会上
传出的消息，奉贤将通过举办大
赛，吸引全球优秀生物医药行业企
业和优秀人才，将创业项目落户

“东方美谷”，助力打造健康美丽产
业链。

本次大赛从8月至11月，在上
海张江、北京、浙江宁波、广东深圳

4 个城市举办国内分站赛，在新加
坡，以色列，韩国举办3场海外分站
赛。每个分站赛的前3名项目将汇
聚奉贤的“东方美谷”，在全球总决
赛中进行巅峰对决。

据介绍，大赛共分为初创类项
目和成长类项目，内容涵盖医疗器
械、智慧医疗、医美服务、基因技
术等内容。奉贤区将通过大赛着力
构建国际一流的东方美谷创新生态
系统，主办方将邀请行业专家对项
目进行专业指导与诊断。这场全球
性赛事还将整合行业内的优质项
目、资本、专家、渠道等各种资

源，形成全链条、全方位、全要素
的产业链交互平台，促使行业优秀
人才、优质资源等向“东方美谷”
集聚，从而营造世界级的创新创业
氛围。

据悉，大赛共设奖金近1000万
元，获奖项目将落户奉贤，奖项资金
来源于奉贤区各类相关扶持政策，
最高可获300万元的支持资金。奉
贤区各相关单位以及创业园区、金
融及投资机构、创业服务平台、行业
协会等机构将对获奖者给予资源对
接、政策优惠、资金补助、创业辅导
等方面的各类支持。

奉贤出了五位

“全国级最佳故事大王”

本报讯（记者 傅潇瑶）8月9
日晚，“言子杯”第17届全国少年儿
童故事大王选拔展示活动颁奖晚
会，在奉贤中学礼堂隆重举行。奉
贤区项豫（见上图）、侯泓豆、牛莘
童、刘力允、张子欢分别摘得幼儿
组、少年组“全国级最佳故事大王”
的桂冠。

据悉，本次选拔历时四个多月，
经过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海选，共
有来自上海、天津、重庆、广东、广
西、福建、河南、江西、江苏、浙江、辽
宁、吉林、青海13个省（市、自治区）
近30个参赛单位的200多名选手从
数万人中脱颖而出来到上海奉贤，

参加为期7天的全国选拔展示。
晚会现场颁发全国级最佳故事

大王、全国级故事大王、讲故事能
手、故事大王手拉手、故事大王金牌
导师、故事大王园丁奖、故事大王示
范学校等奖项。同时，组委会特授予
奉贤区教育局、奉贤区文化和旅游
局、上海杭州湾经济技术开发有限
公司——“故事大王特别贡献奖”，
表彰奉贤区为本次活动圆满举行作
出的周密安排和不懈努力。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副总裁阚宁
辉，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汪黎明，区
政协副主席吴梅，市委宣传部出版
处有关领导等出席活动。

2019年全球生物医药创新创业大赛将在奉举行

千个优质创新创业项目同台竞技

通讯员通讯员 贺贺 莺莺//摄摄

做好精准防御 守护百姓安全
（上接1版）

为应对灾情做足准备。
尽管准备充分，“利奇马”还是对

奉贤造成一定影响。这几天正值黄
桃采摘期，受台风影响大量果树受
损、黄桃落果。对此，应急队伍紧急
赶往现场进行沟渠疏通、树木加固，
避免因水淹影响今后黄桃树生长。
同时，农业保险公司也派专员前往受
损农户家中，评估损失情况，为及时
理赔做好前期工作，稳定桃农情绪。

10 日，四团、奉城地区遭受短
时强降雨，造成部分街区、商铺和
居民家中出现较为严重的积水情
况。抢险队伍接到险情后，连夜组
织力量进行排水作业，于 11 日凌晨
1:30分处理完毕。截至记者发稿，全

区共出动河道巡查人员326人次、污
水管道巡查人员281人次，发现河道
险情 8 起，发现道路短时积水 180
处，经过全力抢排，于11日早晨6点
基本处理完毕。

在金海湖，数百棵今年新栽种
的绿植被大风吹倒。金海社区在第
一时间将影响交通的倒伏树木全部
处理完毕，待台风过后将及时补
种。此外，受大风影响奉贤 66 亩公
益林受灾，林地内倒伏树木6050棵。

11 日上午，阳光奋力穿透云层，
人们驻足仰望天空，那一抹深蓝的背
后，是奉贤的干部群众日以继夜奔波
在大街小巷，保障着我们这个城市的
安全，是奉贤有条不紊运行防范机制
的成果，是奉贤城市管理的精细化管
理水平的体现……

发挥“头雁”作用 恪守使命担当
（上接1版）

用新思路、新举措，引进技
术、吸引人才、整合资源，高标
准、高水平推进宅基地使用权流
转、农民相对集中居住等工作，
让群众真正有获得感。对于城市
化程度较高的村来说，就要借自
贸区设新片区、南上海中心建
设等优势，建立大公司、大企
业参与乡村振兴的平台，以高
质量、高品质的手势，在加快
城 市 化 的 进 程 中 解 决 群 众 需
求，推动农村升级。

郭芳实地察看各村文化活
动室、卫生室、综治中心等场所，
并与村党组织班子成员深入座
谈交流，就党组织软弱涣散根源

进行“对症开方”。郭芳表示，通
过座谈、走访调研、查阅资料等
多角度了解到，各村两委班子干
劲足、风气正，听党指挥、为民办
事，能打硬仗，总体工作推进有
力有序，值得肯定。郭芳指出，村
两委班子最接近基层老百姓，要
充分发挥带头作用，倾听群众呼
声，了解群众需求，在为民服务、
为老服务上动足脑筋，筑牢农村
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发挥阵
地作用，为一方平安和谐作出
贡献。郭芳要求，要进一步加
强党建，坚持思想建党，增强
党的思想引领力，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在学深悟透、融会
贯通的基础上，定期下基层上

党课，主动走访群众，充分挖
掘和整合村民资源，努力把各
项平台打造成品牌。要深入一
线查找问题，按照需求导向、
能力导向、效益导向，区分轻
重缓急，注重民生供给和公共
服务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真正为民办好事、办高效益的
事。郭芳强调，要进一步加强管
理，推行农村房屋租赁中心管理
模式，规范动态“一户一档”，通
过管好房屋来更好地管理人口，
为村民服务提供新的平台。要
真正掌握“下沉式”办公的目的
和意义，通过工作和物理空间结
合，节约资源，提高工作效能，把
更多空间让给村民，让村干部和
村民联系更紧密。

本报讯（记者 吴口天）8月9
日上午，奉贤区召开2019年度征兵
工作会议，会上宣读了《奉贤区
2018 年度征兵工作先进单位和先
进个人》表彰通报，传达了上海市

征兵工作会议精神并部署 2019 年
度征兵工作。据了解，全市征兵工
作从8月1日全面展开，9月19日开
始起运新兵，9 月 30 日征兵结束。
副区长王建东出席。

奉贤部署2019年度征兵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