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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9日，上海移动奉贤分公司党总支和南桥镇沈陆村党总支举行党建共创签约，并组织党员参观了
奉贤第一位革命烈士沈志昂纪念馆——忆红居，聆听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区政协委员、青年历史作家陆
建国老师的“四史”学习教育讲座。图为党员们在“忆红居”树下，听讲解员介绍沈志昂烈士事迹。

（通讯员 杨 一/摄影报道）

□记者 孙 燕

72岁的王秋娟，做了20多年的
桃农，但她从没有这样卖过桃。“我
只要负责摘桃装箱，其他都不用操
心。”在四团镇夏家村，通过该村干
群合力搭建的家门口“农副产品销
售点”，王秋娟等村里 20 多户桃农
在一小时内，就卖掉了 2000 斤桃，

“真是不敢想象。”
时下，正是水蜜桃集中上市

期。和往年不同，今年桃农普遍遇
到两个难题，“一方面，受疫情影
响，出来买桃的人比以前少了，销
售更难；另一方面，今年雨水多，不

少桃子被打落、烂在地里，再卖不
出去，一年白干。”桃农陈品芳告诉
记者，自7月初早桃成熟后，桃农们
不仅天天出村吆喝，还发动亲朋好
友一起销桃，“可还剩不少。”而在
夏家村，就有 90 多户桃农，且大多
数都是老桃农，不具备自我开拓销
售市场的能力。

桃子的滞销，不仅让桃农们烦
心，更牵动着夏家村村干部、热心
村民的心。“就在7 月中旬，村里的
热心村民王东林找到了我，说不仅
自己可以买桃，还可以发动他参加
的市区相关车友会力量，帮着桃农
卖桃。”夏家村村干部王丽霞告诉

记者，“让市民和村民面对面，一个
现尝现买，一个现摘现卖，这办法
好。”

7 月 26 日，一场农副产品销售
活动就在村里拉开帷幕。一方，市
区车友们纷纷自驾进村；另一方，
桃农、菜农、果农纷纷亮出了自家
农副产品。“从家里过来只要 5 分
钟，很方便。”王秋娟说，相比之前

“挑担出村卖”，“脚程”上就节约了
6 倍的时间，也不用凌晨 2:00 多起
来赶早集。

现尝现买，短短1小时内，就卖
光了 2000 斤桃，“桃农装箱都来不
及。”一斤按5元算，意味着桃农1小

时进帐1 万元。“现在，家里的桃基
本都卖完了。”现场，桃农邵金宝喜
滋滋地告诉记者。

尝到了甜头后，目前，夏家村
已注册了名为“缘来夏家”的农副
产品商标，“未来，我们会结合‘三
园一总部’建设，引进专业的企业，
为村民提供更便利、更先进、更个
性化的服务，从而壮大村集体经
济，增加村民收入。”王丽霞说。

本报讯（见习记者 陆婷婷）7
月27日，由区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
办公室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共同主
办的“尚德守法 食品安全 人人有
责”2020年奉贤区食品安全宣传周
启动仪式举行。

活动现场，聘请江佩瑛、谢敬

东等 66 名同志为奉贤区食品药品
安全社会监督员，并向监督员代表
发放聘书。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与美团点评
集团共同签署了食品安全社会共治
战略合作备忘录，并为在区内餐饮
企业代表发送食安封签。

四团镇夏家村干群齐上阵为桃农解决滞销难题

现尝现买，1小时卖光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本报讯 （记者
俞 琳） 7 月 28 日，
奉贤区举行社会养
老服务体系建设领
导小组会议。区委
常委、副区长顾耀明
参加。

会议指出，近年
来，奉贤区不断完善
养老服务供给、服务
保障、政策支撑、需
求 评 估 、行 业 监 管

“五位一体”的养老
服务体系，初步形成
了“镇有院、片有所、
村有点”的农村养老
服务网络体系新格
局。接下来，奉贤区
要强化责任、齐抓共
管，切实汇聚全区智慧与力量，推进
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要突出重点、
精准施策，切实打造有温度、有品质
的养老服务新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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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宣传周启动

让奉贤市民吃个放心

探索国际化大都市乡村振兴新样式
（上接1版）河道美、绿化美、民

风美，包括6大项、26小项要求，设
置不同分值、权重、一票否决和加分
扣分项，鼓励村民主动清理违建、群
租、田间窝棚，参与河道养护、植树
护绿、垃圾分类。验收达标后，区镇
两级按每年每户 3000 元的标准核
拨奖励资金；村民小组全部创建达
标的，在原有基础上增拨奖励资金
每年每户1000元。

奉贤还引导各村组成立自治管
理小组，开展“美丽乡村·美丽约
定”，把创建中的难点问题转化为
约定议题，形成村民自治的“小宪
法”。约定党员带头模范遵守；约
定村民房屋出租实行“一证一户
制”；约定按照“二分法”实行垃
圾分类；对违反“美丽乡村·美丽
约定”的，经村组会议讨论予以通
报批评。

4 年来，奉贤区共拆除违法建
筑 652 万平方米，清除违法违规企
业和宅基违法经营2954家，整治河
道4336条，新增绿化315万平方米，

全面消灭中小河道黑臭，成功创建
为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区，申
报国家生态园林城区。环境变美
了，“三园一总部”等项目蓬勃而起，
去年落户总部项目 140 个，实现税
收2.1亿元，让农民既富“脑袋”，又
富“口袋”，为乡村治理奠定坚实经
济基础。

奉贤区还建立长效机制，通过
党建引领，开展“双联双进”，13
个委办局与各街镇、134名处级干
部与各村党组织“一对一”联系结
对，帮助解决乡村治理中的具体问
题。依托宅基课堂等阵地，开展面
对面交流，激发村民主人翁意识。
依托“一网通办、一网统管”，把
积分制纳入奉贤云治理平台和网格
化平台，打通乡村治理“最后一公
里”。

下一步，奉贤区将打造升级版
“生态村组·和美宅基”积分制，巩固
深化全国首批农村社区治理实验区
成果，让“田园牧歌”“农民生活乐陶
陶”场景，成为国际化大都市的一道
靓丽风景线。

尊重企业家创造精神
（上接1版）了解企业家所思所

想、所困所惑，坚决杜绝权钱交易、
商业贿赂等问题，力戒不作为、慢作
为、乱作为现象。

会议指出，要坚持差别化、个
性化发展路径，用好自贸区临港新

片区创新政策，拉长“东方美谷”
产业链，打响“中小企业科技创新
活力区”品牌，通过提升服务企业
水平，集聚形成产业蓬勃发展态
势；要做大做强基本盘，加大政策
创新力度，坚持问题导向，在企业
审批减环节、拎包入驻等方面提供

更管用的政策帮助，激发市场主体
活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
开新局，抢抓机遇、发挥优势，实
现更大发展。

区委常委包蓓英、周龙华、连正
华、顾耀明、向义海、孙嘉丰，区领导
顾佾出席会议。

建未来之城 实现换道超越
（上接1版）会议指出，要准确把

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城市人民
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深入贯
彻落实中央、市委有关决策和部署，全
力落实李强书记“创造条件，把奉贤新
城建得更好”的要求，把新城建设作
为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期推进奉贤
经济社会发展的“牛鼻子”工程，吸取
国内外城市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明确
目标，创造条件，拿出“不能输在起跑
线上”的气魄，敢于自主创造、换道超
越，把“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愿景变
成新城建设的场景，变为城市靓丽的
风景，实现“建未来之城”的目标，切
实走出上海新城建设的奉贤新路。

会议强调，要坚持需求导向，弄
清楚“为了谁”，找到城市化和逆城
市化的最佳结合点，以“无边界、有
节点”思维，放眼全球视野，大格局、

系统化建好城市微空间、微基建，用
开放的胸怀、未来的眼光创造条件，
变不可能为可能。要认清当前面临
的形势和挑战，做好规划策划，打响

“东方美谷”品牌，做好“古镇集群”文
章，建设具有未来功能的奉贤新城。

会议要求，要以国际化大都市
背景下的乡村振兴为抓手，同步做
好新市镇、新农村建设，通过激活每
一个镇、村活力，让奉贤新城的每一
个细胞都产生勃勃生机；强化城市
营销和推介宣传，更新招商引资观
念，在“战略规划给预期、功能平台
建空间、教育文化添底气、特色产业
增财气、宜居宜业聚人气”等方面下
功夫，精心策划、精准施策，努力实
现“五个人人”目标。

会议指出，要正确处理好新城
建设和城市运营的关系，充分发挥
奉贤人民的力量，形成“人人都爱奉

贤，人人都宣传奉贤”的强大氛围，
增强自信；借助大平台、大机构，全
方位展现奉贤城市的形象，推介好
与国际化大都市相匹配的更健康、
更生态、更和谐的生活方式。要正
确处理好“造新城”和“塑新城”的关
系，习惯在紧约束条件下，用好改造
更新这个城市化发展中的常用手
段，做好整体规划和设计。

会议强调，新城建设是一项全
面提升的系统工程，要在国家战略
中寻找自身定位，在对标市委对奉
贤新城建设的要求中寻找发展定
位，在新业态、新基建、新产业上下
功夫，让百姓拥有更多获得感、幸福
感，让城市更有魅力和吸引力，真正
把新城建设成为领先典范。

区委常委韦明、包蓓英、周龙
华、连正华、顾耀明、向义海及部分
区四套班子领导出席。

共谋军民融合 共话奉贤发展
（上接1版）庄木弟一行来到武

警上海市总队，与官兵座谈交流，
畅谈军民鱼水情，同时赠送了节日
慰问品。庄木弟感谢广大部队官
兵的辛勤付出，他表示，今年，奉贤
区委、区政府继续深入贯彻中央、
市委决策部署，经济高质量发展，
新城建设、生态建设有序推进，乡
村振兴有条不紊实施，社会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持续推进，这
一切都离不开部队长期以来的大
力支持。庄木弟表示，奉贤有着拥
军优属的光荣传统，今后，奉贤将
一如既往开展双拥工作，做到“奉
贤365天,天天做双拥”，大力支持驻
沪部队建设，坚持为部队官兵办实
事、解难事、做好事。

郭芳一行来到海军军医大学，
郭芳代表全区人民，向驻沪部队送
上建军节前的节日祝福，对他们多
年来为奉贤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
贡献表示感谢。郭芳表示，奉贤也
将全力支持部队建设，进一步探索
军民融合，提升双拥工作水平。

庄木弟一行赴区人武部、区军
休所、预备役某部走访慰问，庄木
弟向部队官兵致以节日的问候，并
对部队官兵积极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强军思想，为当地经济和社会发
展作出的突出贡献表示感谢。庄
木弟表示，双方要继续落实好双拥
工作“两份清单”，急部队所需，急
当地所需，要打破边界，发挥各自
优势，形成军政军民互帮互助的双
拥良好氛围。

郭芳感谢驻奉部队广大部队
官兵为奉贤一方平安和经济社会
发展作出的贡献。郭芳要求相关
部门全力做好对部队的保障工
作，想官兵所想，急官兵所急，
积极解决部队发展中的问题困
难，让广大官兵安心扎根奉贤，
为奉贤发展提供更加坚强的支撑
和保障。

韦明、包蓓英、周龙华、连正
华、向义海、孙嘉丰、刘惠铭、马天
龙、陆建国、马建根、汤芷萍、袁园、
王建东、邵惠娟、张琪、张开明、孙
军等区领导参加慰问。

深化区区合作 实现共享共赢
（上接 1 版）此次协议的签署，

将推动双方站在新起点、开辟新战
场、谋求新发展。庄木弟谈到，奉贤
正努力打造高品质奉贤新城，希望
上海化工区在产城融合发展中积极
参与新城建设，让更多优秀人才在
新城居住生活。在特色园区建设合
作方面，奉贤将积极承接电子化学
品专区、国际化工新材料科技创新

中心等特色园区的溢出效应，努力
在奉贤树立上海化工区的一面旗
帜。在共享平台建设上，通过共享
空间、共享员工、共享干部等模式，
推动深化“区区合作”内涵，实现共
享共赢。上海化学工业区管委会党
组书记、主任马静表示，此次签约标
志着上海化工区与奉贤联动发展进
入了更高的阶段，化工区将积极融
入奉贤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牢固树

立一盘棋思想，编制好“十四五”发
展规划。以产城融合发展为引领，
进一步加强化工区与奉贤在产业引
入、基础设施、医疗教育、社会治理
等方面的合作。

区委常委、副区长顾耀明代表奉
贤区人民政府与上海化学工业区管
委会签订联动发展合作协议。区委
常委、副区长连正华，以及上海化工
区领导余亮茹、朱斌、张淳等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