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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宿发展、传统养殖产业转型难

大调研为金泽做好“生态+”文章征求“问题清单”

□记者 尹寅

“美丽乡村建设，相关职能部
门的项目聚焦力度需进一步加
大”、“希望政府尽快出台涉及民
宿与乡村旅游产业的相关扶持政
策”、“如何落实养殖业布局规划，
加快实现水产转型发展”……3 月
6日上午，市委农办大调研组第八
组赴青浦区金泽镇开展大调研，
与青浦区农委和金泽镇部分镇村
干部、村民代表、水产养殖户一起
就美丽乡村建设和水产养殖工作
中遇到的难点和困惑进行了座

谈，一系列意见与建议被一一记
录了下来。

美丽乡村规划
需要专业团队的参与
在获评 2017 年度美丽乡村示

范村的金泽镇东西村，调研组一
行沿着环村道路，一边察看乡村
风貌，一边就休闲农业、乡村旅
游、民宿发展等问题与镇村干部
进行交流。“这几年，我们村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石驳岸修筑
一新，宅前屋后小花园、小菜地一
应俱全，这些都得归功于美丽乡
村的建设。”来自 1 组的费如仲老

人道出了许多东西村村民的心
声。

从2014年至今，金泽镇共有6
个行政村获批区级美丽乡村试
点，其中，蔡浜村、莲湖村和东西
村还先后获评市级美丽乡村示范
村。通过一系列的美丽乡村建
设，在保持江南水乡自然村落的
传统风貌基础上，村庄面貌和生
态环境得到明显改观，村民的人
居环境和生产生活设施得到了明
显改善。但是，近年来，在美丽乡
村建设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瓶颈
问题。东西村村支书谈全荣感慨
道：人为破坏现象时有发生，长效
管理机制还需要进一步加强落
实；农村房屋空置率比较高，一些
村民私自将房屋出租给民宿经营
者，给村里的安全管理带来隐患，
希望政府尽快出台涉及民宿发展
的相关扶持政策。蔡浜村村支书

诸鸣娟则表示，随着金泽镇土地
减量化工作的持续推进和水资源
保护区域的影响，村民的就业压
力逐步显现，希望能吸引到有资
质的专业团队来共同开发乡村旅
游项目，从而解决村民就业，带动
村民增收。

市农委城镇规划处处长应建
敏对此进行了现场回应，他指出，
对于东西村和蔡浜村而言，能获
评美丽乡村示范村只是一个荣
誉，可持续发展才是关键。面对
青西地区比较优越的生态环境，
建议金泽镇能引进专业团队参与
美丽乡村的前期整体规划，保护
传承好乡村文化和历史文脉。而
对于大家比较关注的民宿发展，
应建敏表示，今年中央一号文件
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目前市里也
正在起草具体的实施意见，对于
民宿发展中存在比较突出的消防
安全等问题，今年相关部门将会
出台有关指导意见。

水产养殖业
向绿色生态环保转型发展
作为青浦区农业大镇的金泽

镇，特色水产养殖面积达 1 万余
亩，品种以河蟹、青虾和巴鱼为
主。但是，近年来，随着生产环
境、市场需求的变化，传统优势行
业的水产养殖也面临着产业转型
和技术革新瓶颈。村级经济薄
弱，鱼塘正常维护得不到保障，加
上养殖户租赁时间短，导致部分
鱼塘年久失修，塘埂破损严重；养
殖水面比较分散，无法形成规模
化养殖，鱼塘产出少经济效益较
差；水产养殖政府补贴政策较少，
缺少了经济杠杆的约束，给职能
部门在农产品质量监管上带来了
不少压力……座谈会上，上海淼

鑫水产品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倪巧
林带来了养殖户的不少心声和呼
吁。比如，建议各级政府加大对
鱼塘基础设施的投入，从而提高
鱼塘产出率；希望能按照粮食规
模化经营的标准，对水产养殖给
予政策补贴，调动养殖户积极性；
建议安装分时电表，按分时收取
电费，从而减轻养殖户的生产成
本。倪巧林对合作社在海南、珠
海的养殖基地所面临的保险问
题，也向调研组提出了自己的诉
求，希望能够实现异地投保。

市 农 委 水 产 办 相 关 人 员 表
示，作为业务主管部门，养殖户所
反映的这些意见和建议他们都会
带回去逐项进行分析和回应。而
对于金泽镇水产提质增效也提出
了几点建议，充分发挥水资源优
势，探索生态养殖模式，提升水产
品质量；保护金泽水库环境，加大
水产养殖排污设施设备投入；加
快标准化试点和标准化生产基地
建设，逐步实现水产养殖的规模
化、标准化和品牌化；积极联合国
家级、市级水产科研团队，开展产
学研合作，提升核心竞争力。

近两个小时的座谈会气氛热
烈，市委农办调研组同青浦区农
委和金泽镇相关领导交换了意
见。调研组表示，将对座谈会上
谈及的问题进行梳理，对列出的

“问题清单”进一步跟踪，提出相
应的解决措施或转交有关部门。
大调研强调“全覆盖”，这意味着，
不仅要把容易听到的呼声“听进
去”，还要能够听到平时“听不到”
的声音，重视那些易被忽视的群
体和问题。下一阶段，调研组还
将继续对金泽镇其他村进行调
研。

□记者 曹佳慧

改革开放40年来，闵行区城镇
化水平不断提高，然而与闵行城市
化进程迅速发展形成鲜明对照的
是，该区一些经济薄弱的“可撤并
村”，如何突破受“九龙治水”在规
划、政策等方面制约的瓶颈，破解
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难题，画好美丽
乡村的蓝图，成为各方关注的突出
问题。

3 月 7 日，市农委调研组来到
浦江镇联民村进行调研。从历史
上看，联民村是浦江镇的经济薄弱
村。作为闵行区村庄布点规划中
的“可撤并村”，针对联民村在农村

集体经济发展、村民养老、农民看
病、改善村居环境等方面遇到了难
点、堵点和痛点，调研组认真聆听、
逐一记录、对一些急难问题提出解
决建议，并承诺将仔细梳理后向相
关部门一一反映，加以落实。

难点，“可撤并村”规划落地遇
瓶颈

据悉，联民村村宅大多建于上
世纪七八十年代，建筑结构差。如
今，这些村宅已是破旧不堪，即使
外墙重新粉刷，过不了多久墙面便
又开裂脱落。而该村村民宅基普
遍狭小，邻居相互间搭墙建房的情
况较多，很难进行原地翻建。加之
可撤并村的详细规划尚未明确，基

本农田划定后，村民翻建和迁建房
屋受到了限制，村民们只能干着急。

座谈会上，与会人员就美丽乡
村建设规划展开了讨论。林业、水
务、农业等部门各有各的规划，但
各部门之间在开展规划工作过程
中缺乏有效沟通，导致的结果就是
相关规划在“落地”时发生了“碰
撞”，相互之间在用地上产生了矛
盾。美丽乡村建设需顶层设计，统
筹规划，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更是如
此。如何画好美丽乡村建设乃至
乡村振兴战略的蓝图，是需要多部
门共同参与完成的课题。

堵点，22万伏高压线下的担忧
与困扰

同浦江镇光继村等村落一样，
在联民村，有一条 30 多年历史的
22 万伏高压线，悬于 56 户村宅之
上。调研座谈会上，村民代表向调
研组描述了不堪其扰的生活现状：
濛濛细雨时，撑着伞从高压线下经
过就会感到手发麻；雷雨交加时，
高压线会出现电火花，存在一定的
安全隐患；生活在高压线下的村民
不明原因的身体不适发病概率明
显高于其他村民……这部分村民
的正常生活和身体健康已得不到
保证。对此，所涉村民提出了搬迁
或动迁的诉求。

痛点，看病贵、养老难，村民收
支难以平衡

据联民村有关负责人表示，该
村农民收入水平较低，“五违四必”
整治后，村集体收入几乎归零，如
何提升村级集体经济实力、增加农
民收入成为迫切需要研究和解决
的难题。同时，有村民代表反映，
同样是退休的老人，但农保退休的
收入水平要远低于城保退休的收
入水平，而农民的医疗费用支出水
平又远高于城镇居民，农民看病看
不起，村里因病致贫的情况相当
多。村民代表认为这种情况不合
理，希望政府能提高报销比例，降
低农民的医疗支出负担。另外，有
村民提出养老难的问题，联民村人
口老龄化情况比较严重，部分生活
无法自理的老年人对养老服务的
需求相当迫切，但每月1200多元的
退休工资又难以承担居家养老或
到专业养老机构养老的有关费用。

沪郊“可撤并村”，美丽乡村建设蓝图应该如何画？

□记者 张树良

”我们希望能对土壤进行改良
和保护，生产更高品质的绿色有机
农产品，尽量不使用化学肥料，但
是目前苦于缺少有机肥。”3 月 1
日，市委农办、市农委副主任王国
忠带队到浦东新区曹路镇开展大
调研时，参加调研的多个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负责人提出了同样的问
题。

浦东新区此前有十六七家有
机肥生产厂家，年产有机肥约15万
吨，但随着畜禽退养，浦东新区内
的畜禽养殖场陆续关停所剩无几，
曹路镇原有的6家奶牛场和1家规

模化养猪场也已于去年被全部关
闭。目前，整个浦东新区的9家有
机肥厂都陷入“肥源不足、无米下
锅”的困境，寻找和挖掘新肥源成
了当务之急。

“通过多方协调，目前浦东新
区还有约5万吨的有机肥储存量，
只能保证2018年面上使用。”一同
参加调研的浦东新区农委综合处
处长薛循革当场对生产单位进行
了回应，但同时提出，“今后的有机
肥来源问题将长期存在，将农业废
弃物充分转化有机肥的技术、成
本、设备等都还不尽如人意，尚需
时日。”

曹路镇是浦东新区国家现代

农业示范区重点打造的五大基地
之一，是以大都市绿叶菜生产调控
为特色的设施菜田循环农业示范
园区。近年来，基地内的农业企
业、专业合作社和农产品配送公
司，通过对畜禽养殖废弃物的资源
化利用，实现了农牧对接、产业融
合、化肥减量，构建起了种养业相
互依存的生态农业发展机制，形成
了较为完善的种养结合、农牧循环
的蔬菜生产、销售产业链，生产出
的大量优质蔬菜，有力的保障了市
场供应，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结合。但随
着园区内畜禽养殖场被拆除，原有
的循环农业链条出现了缺口，从区

外调运商品有机肥，不但肥源保障
困难，运输过程中产生的费用也加
重了企业的生产成品。

上海闽中有机食品有限公司
等多个农业经营主体的负责人在
调研中提出，“除了保障有机肥供
应，如何保持和提升土壤肥力，减
轻蔬菜生产中连作障碍和土壤盐
渍 化 的 影 响 ，也 需 要 科 学 的 指
导。”曹路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所
表达的，不仅是解决企业困难，实
现绿色生产的诉求，更是对提升地
产农产品品质、为市民提供绿色优
质农产品的希冀。

与会的代表还围绕蔬菜种植
劳动力短缺、蔬菜销售渠道和价

格、农产品品牌打造等话题，提出
了自己在工作中遇到的难点和困
惑。在听取问题和困惑之后，王国
忠对大家提出的农业发展空间问
题、谁来种地问题和农业可持续发
展问题分别作了回应，通报了农业
设施用地政策研究的最新动态，提
出了“机器换人”以解决劳动力短
缺的最新思考和用于土壤改良项
目设置的最新安排。参加调研的
市农委畜牧兽医办、种植业办有关
负责同志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提示
和回应。

调研组表示，将会把座谈会上
反映的突出矛盾和棘手问题分类
梳理，深入调查研究对策，力争找
对相关部门早日解决问题，破解制
约上海都市现代绿色农业高品质
发展的瓶颈问题。

如何为高品质农业发展“施好肥”“施足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