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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递

市委农办、市农委大调研组赴崇明开展调研

把准生态岛绿色农业发展“需求清单”

□记者 欧阳蕾昵

崇明农业占全市农业产值的
比重目前已接近 20%，未来，将进
一步打造成为全市重要的绿色农
副产品供应基地。1 月 6 日，崇明

推出5万亩土地向社会招商，期待
引进一批有资本、懂技术、会经营
的优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盟”
生态岛农业建设。短短一个月的
时间，许多企业纷纷上岛考察，意
向入驻，但却遭遇“用地”困局：土

地低效流转周期长收回难、设施
农用地碰到“天花板”……2月6日
下午，市委农办、市农委大调研组
赴崇明开展调研。座谈会上，港
沿镇、三星镇、新村乡等乡镇农业
分管镇长对生态岛农业招商会

“喜忧参半”：喜的是大批企业主
动上门，忧的是拿不出“适销对
路”的土地。

港沿镇是个农业大镇，全镇
有 6.6 万亩基本农田。招商会后，
21 家农业企业意向投资港沿镇，
分管农业的副镇长黄建忠仔细盘
了盘区域里的土地后才发现，有
一部分土地在当时流转时签了 10
年以上的合约，现在，镇政府想要
淘汰一部分低效的，为优质产业

“开路”，可谓困难重重。今年，新
村乡计划启动“优质稻米加工基
地”项目建设，受建设用地指标所
限，待今后万亩优质水稻基地形
成后，该基地加工能力或将不够。

除了用地瓶颈外，参加座谈
的镇村干部及合作社负责人先后
发表意见，提出各自的困惑。对
此，崇明区委农办、区农委主任宋
学梅十分理解。“崇明最大的优势
是生态，最大的特色是绿色，保护
和利用好这一宝贵资源是崇明农
业实现供给侧改革的根本。如何

进一步优化农业产业布局和要素
配置，提升农业生产结构调整，推
进农业供给侧改革，还需从实际
出发，避免简单化的机械操作。”
宋学梅表示，当前，崇明正在努力
发展高科技、高品质、高附加值的
农业。为提高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标准，减轻投资者进入高标准农
业生产领域的压力，其中一项利
好政策就是由区级层面投资建设
玻璃大棚等农业设施，租赁给有
意愿且有能力的经营主体来到崇
明，助力都市现代绿色农业的发
展。“建造玻璃大棚要进行‘设施
农用地’备案，事实上，我们的
设施农用地指标已经碰到了‘天
花板’。”宋学梅解释说。

“崇明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
‘主阵地’，谋求农业提速发展，
是世界级生态岛建设赋予崇明的
使命担当，发展绿色农业、建设
美丽乡村理应成为生态岛的标志
性成果。”市委农办、市农委副
主 任 叶 军 平 当 场 回 应 说 ，“ 当
前，市民对生态岛的农产品有着
更高的品质需求，为提升崇明农
业的竞争力和美誉度，做大做强
绿色农业品牌，将来，我们的农
业政策、补贴资金、科技支撑等
也会聚焦生态、绿色、高效产

业，向种源农业、循环农业、花
卉 产 业 和 高 标 准 设 施 农 业 倾
斜。”叶军平表示，目前，市相
关委办局正在对本市近五年来的
涉 农 政 策 文 件 进 行 全 面 梳 理 。

“在崇明大调研中发现的瓶颈和
问题，我们也会带回去，以利完
善顶层设计，确保调研出实效。”

3 个多小时的座谈，13 位崇
明参会人员先后发言，市委农办
调研组认真听取意见，仔细记录
在案，对于部分问题，调研组现
场作出解答与回应。调研组表
示，目前调研工作已正式启动，
随着调研的深入，将进一步梳理
相关问题，研究解决对策措施，
最后形成成果进行汇总评估。接
下来，调研组将采取点面结合、
统分结合的方式，以座谈、暗
访、蹲点、个别谈话、走访回访
等形式，分三个小组深入崇明区
18 个乡镇和经济薄弱村开展调
研。值得一提的是，调研组已与
联系崇明的市财政局农业处达成
共识，未来，将采取联合调研的
形式，举两家之合力，聚焦崇明
生态绿色农业发展的“难点、堵
点、痛点”，广泛收集问题和意
见建议，确保调研真实、扎实、
踏实。

□记者 曹佳慧

2月9日，市委农办、市农委秘
书长邵启良带队赴闵行区浦江镇
调研。当天上午，浦江镇农业服
务中心、水务站、农经站、上海城

市蔬菜产销专业合作社、上海方
圆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上海浦义
蔬菜专业合作社等相关单位负责
人各抒己见，将工作中遇到的困
难和瓶颈一一梳理；下午，浦江镇
6 个保留保护村的村书记和村民

代表敞开心扉，向调研组坦言自
己的所盼所求。

为保留保护村争取更多资源
据了解，闵行区划定的9个保

留保护村，有 7 个位于浦江镇，而
这7个保留保护村的规划问题，让
浦江镇农业服务中心的负责人感
到十分纠结，“水务、林业、规土、
农业部门各有规划，能不能由市
农委牵头，将这些规划进行统筹、
整合？”镇规建环保办负责人则表
示，希望能为这些保留保护村争
取更多的集体建设用地指标，用
于发展乡村旅游。目前，受各种
因素制约，村级集体资产严重萎
缩，许多村仅能依靠财政转移支
付资金维持日常运转，无力承担
其他村级公共支出。”农经站负责
人介绍说，为此，镇级层面正在努
力为这些村搭建“蓄水池”，但还
需要更多的政策支持。让水务站负
责人头疼的是，新建的农田水利

设施难以达到预期效果，原因是
日常维护责任未明确、相关配套
政策未落实。此外，在场的三位合
作社负责人都提出了“发展休闲
农业缺乏建设用地、农业企业从
业人员老化、留不住人才”等困扰。

光继村：被“遗忘”的角落
城隍故里，魅力浦江。在浦江

镇大治河以北，浦江郊野公园已
开放，郊野、城市、艺术、秋景是其
关键词。然而，在浦江镇大治河
以南，却是另一番景象。这里，仿
佛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20 多
年 前 ，我 在 鲁 汇 永 丰 村 呆 了 一
年。20 多年后，这里还是旧貌未
改。”调研组一行驱车来到浦江镇
最南端的光继村，目睹了途中的
景象，市农委信访办主任肖志强
不禁发出这样的感慨。

座谈会上，光继村村书记从农
民、农村、农业三个方面向调研组
介绍了光继村的现状以及所面临

的问题。失地农民脱离了农业生
产，收入、福利待遇有待提升；村
级道路狭窄，村民出行不便；村里
流转的土地承接了市级的功能性
项目，没有自主经营权……

此外，在光继村有一条 22 万
伏的高压走廊，高压线下是不堪
其扰的51户村民，还有271户村民
受到辐射影响，由于种种原因，这
些村民一直没有搬迁，浦江镇正
义村、汇南村、永丰村也有类似情
况。如今，异地迁建已经到了刻
不容缓的地步。光继村 2 组的村
民夏月芳是村里返聘的村医，也
是村里唯一的医生。“村民们老
了，我也老了，但接班人还没有找
到。”为了帮村民们开一张转院
证，她常常忙得不可开交。汇中
村、汇南村、永新村、永丰村、正义
村的村书记也提出了村民们希望
增加收入、拓宽村级道路并开设
公交线路的意愿。

座谈会中，邵启良表示：“问题
要提，办法也要想。农业地区到
底需要什么样的政策，也需要你
们‘开方子’。”他鼓励与会人员一
起动脑筋、想法子，共同为乡村振
兴出谋划策。

市委农办、市农委大调研组赴闵行浦江镇调研

动脑筋、想法子，共同为乡村振兴出谋划策

□通讯员 龚卫星 记者 忻才康

本报讯 狗年新春前夕，崇明
区竖新镇妇联以镇、村（居）妇联执
委、女党员、妇女小组长为基础，以
社区家庭为服务重点，开展以“社
区助暖巾帼行”为主题的实践活
动，为弱势群体送去寒冬里的温
暖。

今年 1 月以来，全镇广大妇女
姐妹以志愿者的身份活跃在各村
（居）困难妇女、空巢老人及留守儿
童家庭，宣传党的十九大精神，指
导垃圾分类，倡导移风易俗，开展

环境整治，进村入户访困问苦……
响哃、大东等村在妇联执委的

带领下，分批前往困难家庭、五保
户家中开展送春联、庭院环境整
治、走访慰问等，还为百岁老人理
发、修剪指甲。仙桥村组成“巾帼
关爱、暖冬行动”小分队，一组前往
2 队困难户徐美兰家中，为其打扫
宅前屋后环境卫生，送上棉被、粮
油等慰问品；一组前往空巢老人家
庭，拉家常、送慰问金等。

惠民、跃进、堡西等村组织“百
言堂”姐妹议事会成员、村妇联执
委等分别走访慰问孤寡老人、困难

家庭。对现役军人家庭进行慰问
志愿服务。与此同时，惠民、跃进
村还组织爱心妈妈将亲手编织的
爱心毛衣送给困难学生。时桥、油
桥、瀛兴等村（居）的妇女姐妹，分
别对独居、空巢、孤寡老人进行走
访慰问，叮嘱安全用电。为困难妇
女家庭擦窗擦门、扫地洗刷，帮助

“掸檐尘”，指导垃圾分类，倡导移
风易俗，送上慰问品。

前卫村妇联共走访慰问183名
60周岁以上老人，送上由3家村党
建联建单位提供的海鲜大礼包。
竖河、明强、竖南、新乐、永兴等姐

妹微家的志愿者自己购买了食品、
毛衣、图书等生活、学习用品，走访
困难家庭和留守儿童。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镇共有
429 名妇女姐妹志愿者参加，走访
慰问困难家庭 348 户，看望留守儿
童41名。不少空巢老人、困难妇女
说，妇联带来的不仅是嘘寒问暖的
慰问，更是党和政府对她们的关怀。

“深入困难家庭、贴近孤寡老
人、走访留守儿童，拉近了妇联与
村民群众的距离，走访慰问让弱势
群体分享了寒冬里的温暖。”竖新
镇妇联主席季为群如是说。

崇明竖新镇妇联开展“社区助暖巾帼行”主题实践活动

为弱势群体送去寒冬里的温暖
红光村“两新组织”
与敬老院助老结对

在嘉定江桥镇红光村党总支
带领与支持下，村“两新组织”与江
桥镇敬老院助老结对已走过第七
个年头，酷暑高温“送清凉”，寒冬
新年“送温暖”，这样一年两次的结
对活动已成为“两新组织”党员们
的特色敬老项目。

日前，红光村“两新组织”的党
员们再次来到了江桥镇敬老院，为
红光村 24位在敬老院的老人和三
名五保户送上冬日里的温暖。

通讯员 洪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