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乔 欢

在奉贤农村地区，空巢、独居老人
较多，其中大部分老人都抱有“不离乡
土、不离乡音”的想法，谁来养老、怎样

养老的矛盾日益突出。奉贤深化农村
互助式养老服务模式， （下转3版）

本报讯（记者 金丽娜）2月19日
下午，区委副书记、代区长袁泉带领区
政府领导班子赴区政协走访调研，对
接今年重点工作，共同推进工作水平
上新台阶。区政协主席陈勇章出席。

袁泉感谢区政协对政府工作的支
持和理解，并希望区政协能更多关注
政府工作的弱项和短板，互相建立更
好的沟通协调机制，凝聚共识，统一思
想，在区委的坚强领导下，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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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预报 2月23日 多云 7-13℃ 东到东北风 4~5级 2月24日 多云到阴转阴到多云有时有小雨 6-15℃ 偏东风 3~4级 2月25日 阴有小雨 10-16℃ 东南风转西北风 4~5级 （奉贤气象台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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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得近住得起住得惯
——奉贤大力推进“青春里”养老社区建设侧记

创造新奇迹创造新奇迹

展现新气象展现新气象

本报讯（记者 孙 燕） 2月
19 日上午，区委常委会举行（扩
大）会议，第一时间传达学习市
委书记李强实地调研“五个新
城”建设并召开座谈会有关精
神，区委书记庄木弟出席会议并
讲话，区委副书记、代区长袁泉，
区政协主席陈勇章，区委副书记
骆大进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新城建设，意在
破解“新”的含义。各地区、各部
门要全面贯彻落实市委书记李
强、市长龚正有关讲话精神，围
绕具有辐射带动作用的独立的
综合性节点城市定位，对标国际
最高标准、最好水平，着眼“独
立、无边界、遇见未见”，践行最
现代的理念，运用最前沿的技
术，发展最先进的产业，打造最
宜居的环境，回答好新城“‘新’
在哪里”这个实践命题，加快把
奉贤新城建设成为“唯一”到“唯
美”的未来之城，在长三角城市
群中脱颖而出。

会议强调，新城建设要着眼
未来，围绕产城融合、功能完备、
职住平衡、生态宜居、交通便利
和治理有效的要求，用开放的视
野，攻坚克难的毅力，承受得住
失败的勇气，揭榜挂帅的方式，
做强“东方美谷”。 （下转2版）

本报讯 （记者 孙 燕） 2
月19日上午，奉贤区举行“比学
赶超 争先进位——我为奉贤
奉献什么”学习实践活动动员
部署会，旨在贯彻落实市委书
记李强提出的“全市上下要切
实形成‘比学赶超’的生动局面
和浓厚氛围，不断创造新奇迹、
展现新气象”的要求，激励全区
上下拿出再出发、从头越的干

事志气，提振奋发有为、奋勇争
先的精神状态，以更多精彩、逆
袭之举，推动奉贤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

区委书记庄木弟出席会议
并讲话，区委副书记、代区长袁
泉主持会议并宣读《关于表彰
2020年度奉贤区街镇高峰杯获
奖单位的决定》，区政协主席陈
勇章出席会议，区委副书记骆

大进作动员部署。
庄木弟指出，要以推进“比

学赶超 争先进位——我为奉
贤奉献什么”学习实践活动为
抓手，聚焦奉贤新城、乡村振
兴，围绕独立、无边界、遇见未
见，主动对标对表，大力发扬

“三牛”精神，以撸起袖子加油
干、绝不输在起跑线上的担当
和勇气，充分燃烧激情，形成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话
往一处讲”的干事创业氛围，汇
聚起强大的“动车效应”，切实
变“减少摩擦”为“增强动力”，
为“十四五”起好步、（下转2版）

本报讯 （记者 孙 燕） 2
月20日下午，区委书记庄木弟
赴南桥镇杨王村，以实地察看
和召开座谈会形式，调研农民

相对集中居住推进情况。在调
研中，庄木弟强调，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必须牢牢抓住农民宅
基地审批、管理、建设、使用的

“牛鼻子”，用创新的手段，探索
农民宅基地使用权多元化使
用，丰富“政策超市”“总有一款
适合你”，让农民宅基地成为产

权、股权，让农村集体用地发挥
出最大效益，切实以共享宅基、
多元发展，推动城乡融合、空间
蝶化，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当天，庄木弟一行来到杨
王村，现场察看了名为“九曲
芳舍”的农民相对集中居住项
目建设现场。这个由8户农民
宅基地改建而来的居住区，建
成后可容纳24户农民在此集中
居住， （下转2版）

本报讯（记者 孙 燕） 2月
20日下午，区委书记庄木弟会见
贵州省遵义市委常委、副市长，
上海援黔联络组组长尼冰一行。

在会见中，庄木弟指出，山
海牵手情深义重。奉贤与遵义
市余庆县、凤冈县、务川自治县

结对帮扶后，先后捐资修建了务
川县奉贤幼儿园、第五小学、青
少年研学基地等项目，引入了

“星丝路”等产业项目，不仅收获
了友谊，更收获了喜悦。站在新
的起点上，奉贤将按照中央提出
的“四不减”“四不摘”的工作要

求，围绕百姓增收、优势互补、集
体经济壮大，继续践行“不搞一
阵子，携手一辈子”的承诺，推动
东西部扶贫协作由传统帮扶转
为区域合作，形成全新的发展要
素市场，为双方高质量发展作出
新贡献。 （下转2版）

本报讯（记者 孙 燕） 2月
22日上午，区委书记庄木弟会见
建设银行上海分行党委书记、行
长林顺辉一行，探讨有关合作事
宜。区委副书记、代区长袁泉出
席。

在会见中，庄木弟指出，当
前，奉贤正积极融入自贸区新片

区建设，发挥通江达海的区位优
势、生态优势，按照独立的综合
性节点城市定位，着眼独立、无
边界、遇见未见，把奉贤新城建
设成为国际化大都市总部经济
集聚地、文化创意成长地、诗意
人生栖息地，使其在长三角城市
群中脱颖而出。建设银行，是奉

贤亲密的“合作伙伴”，支持区域
发展的诚意最大、力度最广、成
果最丰硕，创新服务中小企业科
创活力区的举措也最多。奉贤
希望与建设银行形成“发展共同
体”，加大资金、资源支持，助力
奉贤产业发展、公共基础建设及
乡村振兴建设， （下转2版）

本报讯（记者 乔 欢） 2月
20 日，区委副书记、代区长袁泉
专题调研奉贤新城建设，听取奉
贤新城规划建设总体情况，了解
新城公司整体工作和重点建设
项目推进情况。

袁泉指出，市委、市政府对
“五大新城”十分重视，奉贤老百

姓对奉贤新城十分期盼，奉贤要
“跳出新城看新城”，要“比照城
市看新城”，奉贤新城建设最终
落脚点是在奉贤自身，新城建设
要体现“新”字，总体规划设计要
展现超越时代的想象力，由未来
反观当下，更直观地找到短板、
差距， （下转3版）

本报讯 （记者 张莉莉 邵
毓琪） 2月22 日一早，区委副书
记骆大进，区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区总工会主席陆建国，分两
组走访慰问春节期间坚守岗位

的机场志愿者、环卫工人、公交
司机、网约送餐员等一线职工，
感谢他们“留在工作地过年”，过
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年，为奉贤春
节安全运营所付出的努力。

区
委
常
委
会
第
一
时
间
传
达
学
习
李
强
调
研
新
城
有
关
精
神

建
设
﹃
唯
一
﹄
到
﹃
唯
美
﹄
的
未
来
之
城

奉贤区举行“比学赶超 争先进位——我为奉贤奉献什么”学习实践活动动员部署会

发扬“三牛”精神 汇聚“动车效应”

庄木弟赴南桥镇杨王村调研农民相对集中居住推进情况

共享宅基 多元发展

庄木弟会见建行上海分行行长林顺辉

庄木弟会见遵义市委常委、副市长尼冰

海湾国家森林公园迎来梅花绽放海湾国家森林公园迎来梅花绽放 （（记者记者 石浩南石浩南//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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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建立更好的沟通协调机制

袁泉专题调研奉贤新城规划建设

骆大进走访慰问春节运营一线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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