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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规矩重民意 讲民生重真情 讲党性重自身 讲发展重全面

“四讲四重”让金山营房村迸发乡村振兴新活力
□记者 忻才康 通讯员 汤妙兴
本 报 讯 在 乡 村 村 委 会 ，工 作
千头万绪又直接面对百姓的耳目，
如何以党建引领，既充分发挥村委
会各条线的积极性，又确保村务工
作体现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金山区漕泾镇营房村党支部的做
法是，紧紧抓住党建这根主线，坚
持以党纪党规统领村务，推动村务
体现党的为民服务宗旨，强化村民
自治，让行政手段与村民自治有机
结合，构建良性互动大环境，着力
解决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
不断提升百姓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实现以党的基层组织活力助推乡
村振兴。
讲规矩重民意 民主理财稳人心
据了解，营房村地处漕泾镇镇
区，属镇村接合部，户籍人口 2427
人，789 户。近十年来，随着漕泾镇
区的发展以及金山第二工业区物
流产业园区的开发建设，营房村大
多数土地被征用，截至目前，该村
除 9 组 是 农 业 组 外 ，578 户 居 民 动
迁，73%的农户因动迁搬到镇区或
农民集中安置小区。
由于大面积动迁，少数人趁机
钻了集体资产管理松散的空子，从
中谋取个人利益。调任不久的村
党支部书记沈华在村民家庭走访
时，一些村民反映村里有一部分集
体房屋被人私自占用或对外租借，
但从未向村里交付租金，村民对此
意见较大。
“ 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
老问题，也是一块硬骨头”，如何处
理才好呢？今年 8 月召开的一次村
两委会上展开了认真讨论，
“ 私占
集体资产，违反了集体资产管理的
‘规矩’，现在群众眼睛盯着我们村
干部，只有讲规矩公事公办，村干
部才有发言权”，沈华的一席话赢
得了大家的支持，当即专门成立村

清产核资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开
展对私占集体房屋行为集中排摸
和清理工作，并且对不同问题采取
不同处理方案，对于转手出租给他
人的当事人，中止租借限期搬离；
对于居住的一对年老夫妻，为其联
系镇上的过渡房，解决他们的后顾
之忧；对于一户无房户，在符合条
件的情况下为他申请廉租房。这一
既堵又疏的做法，平稳解决了历史
遗留问题，得到了群众的一致认同。
讲民生重真情 公正扶贫暖人心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发生了重
大 变 化 ，农 民 的 生 活 过 上 了 好 日
子，但由于多种原因尚有一些村民
的生活还比较困难。在大走访大
调研中，村两委会不断接到一些村
民反映，自己因病长期患病吃药，
村委会年底也不补助，而有的患病
村民却享受到了补助；有的村民到
年底凭着一张申请报告就领到了
补助金……为何村里每年支出不
少帮困扶贫的资金，但百姓却不叫
好？
村两委班子成员带着问题分
别在党建服务站（点）、宅基学习点
等阵地进行走访或召开座谈会，广
泛听取村民、党员、老干部和三支
队伍（村民组长、党小组长、妇女组
长）的意见，最终经村民代表大会
表决通过，形成《营房村扶贫帮困
实施办法》。随后，村委会将扶贫
帮困实施办法印成册挨家挨户发
放，有了公正扶贫的规矩，破解了
“会哭的孩子多吃奶”的问题。农
历二十四，是村里集中发放补助金
的日子，先后有将近 100 名低收入
村民和大病患者获得数额不等的
补助。8 组有一村民找到村干部
“探口气”，听了扶贫帮困实施办法
的细则后红着脸说“我家的确不够
补助标准，挺难为情的”。由于村
里扶贫帮困体现公平、公正，让百

■营房村老年活动室摆放的书籍大多是村民捐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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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的气顺了，对村里工作的支持也
更多了。
讲党性重自身 勤政为民得民心
千头万绪的村务工作，也同样
涉及村级班子成员是否讲党性与
坚持勤政为民。近年来村级存在
编制外工作人员多、条线队伍“臃
肿”的现象，造成用工混乱，效率低
下，从而影响村干部勤政为民的作
风。根据群众反映的意见，营房村
也或多或少存在着村部用工不规
范效率低下的现象。村党支部从
“打铁必须自身硬”的高度岀发，结
合 党 性 党 纪 教 育 开 展 整 改 。 2018
年春节后，营房村两委班子群策群
力，先制定了《进一步规范村级自
聘人员用工的规定》，后经村两委
会和合作社理事会讨论通过，根据
规定辞退了 3 名多余人员；对聘用
的每一名条线人员签订用工协议，
明确岗位职责，进一步规范了村里
的用工，精简了条线队伍，这一做
法得到了群众的赞同。

首届长三角毗邻地区新型职业农民论坛举行

三地农民聚智慧、破难题

坐办公室的人少了，在第一线
干事的多了。村里有一些道路缺
人清扫，岀现脏乱差情况，村委会
通过公开招聘，增派了清扫力量，
保持了环境卫生。另外，为防止乱
撘建现象反弹，村里组建“老支书
巡査组”，及时发现和消除了十多
户违建现象。
讲发展重全面 文化兴村顺人心
沈华说，这些年村民物质生活
富裕了，但大家对精神享受的追求
更迫切了。为此，村里提岀乡村振
兴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全面
发展，通过文化兴村满足老百姓的
精神需求。村老年活动室是旧房
利用，不仅破损严重还没空调和图
书，当时被称为是全镇老年活动室
设施和环境最差的。今年村里在
党建结对单位的资助下，投入三十
多万元，将活动面积达 200 平方米
的活动室房屋修缮一新，安装了两
台大功率的立式空调，辟建了图书
阅览室、电视收视室、棋牌室，并通

“十一”黄金周旅游市场供给充足

宝山全域旅游打造多元休闲假日
□记者 黄蕾宇

□记者 曹佳慧
本报讯 新型农民话丰收，乡村振兴显
身手。日前，首届长三角毗邻地区新型职业
农民论坛举办，来自金山区、嘉善县、平湖市
的 60 多名新型职业农民代表和专家学者“坐
而论农”，集聚行业智慧，
破解行业难题。
走出农田，走上论坛，3 名新型职业农民
代表成了论坛的主角。
“ 在原有华神鳖生态
养殖场的基础上，我们正在开发休闲观光农
业调整经营模式。”当了 10 年职业农民的嘉
善县美华水产养殖场“掌门人”杨珍深有感
触地说，
“土地让我感觉很亲切、很踏实。
”
而在金山区阿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创
始人王林军看来，合作社联社是有机农业全
产业链经营的关键，也是他们每亩水稻利润
超过 1000 元的秘诀所在。不过，对于平湖市

妙农家庭农场负责人马剑法来说，农业是个
需要不断创新的产业，
“变”是农业发展的永
恒主题。
现场，浙江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校长应
华莘带来题为《乡村振兴过程中的新型职业
农民培育》的主旨演讲；浙江农林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教授高君，上海市政府采购评审
专家、上海菜管家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宋轶勤和新型职业农民代表进行了互动
交流。
据悉，本次论坛是首届长三角农民丰收
节系列活动之一。论坛上，金山区农委与嘉
善县农经局（农办）、平湖市农经局（农办）签
订长三角毗邻地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合作
协议，三地将通过探索合作交流机制、完善
课程体系建设、构建联动发展工作体系等举
措，引领职业农民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过开展“我为老人捐图书”活动，为
图书室增添了农业科技和保健知
识等各类书籍近 400 册，成为村民
文体娱乐、读书看报、喝茶聊天的
好去处。
文化兴村，激发了群众在农村
文化、治理、民生、生态等建设的主
动性和参与性。前不久，好多村民
向沈华建议，搞一场属于营房村的
纳凉晚会。于是，村里上下齐心协
力，首届营房村中秋纳凉晚会如期
举行，六位 90 岁以上的健康老人在
他们的子女陪同下，坐在第一排，
并接受孩子们送上的鲜花，老人们
笑盈盈地说，改革开放好，让老年
人享福了！长达一个半小时的中
秋纳凉晚会上，既有 9 组村民吴林
妹围绕美丽宅基创建引发的风波
编排的小品《暖心》，也有村民们自
编自演的腰鼓舞等十多个节目，让
村民们在自娱自乐中收获满满的
幸福感和获得感。

本报讯 国庆期间，宝山旅游行业精心筹
划，在“旅游+”上做文章，节庆旅游、文博旅
游、乡村旅游等各类活动亮点频频，
“建筑可阅
读”
线上线下同时展开。
顾村公园、闻道园、吴淞炮台湾国家湿地
公园、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东方假日田
园、智慧湾科创园等首批“上海市民休闲好去
处”，迎来许多游客体验休闲时光，全域旅游带
动人气增长。
文博旅游人气旺
假日里，文博场馆成为亲子游的首选目的
地。上海玻璃博物馆的破碎 BRKN 特展、上
海陶瓷科技艺术馆的陶艺体验课程、中国工业
设计博物馆的“HO！ME”展、宝山国际民间
艺术博览馆的 2018 国际艺术与设计邀请展、
中国 3D 打印文化博物馆的 3D 打印笔体验等
主题展览和活动，让游客们在欣赏艺术佳作的
同时，也参与到各类趣味满满的互动活动中，
寓教于乐。
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正在展出“林则徐在
新疆”主题展，吸引了一批来自新疆的小游客
们观展，在上海看到与家乡有关的文物展品，
让他们不由得产生共鸣。其中，体验类展馆接
待量增长明显，上海玻璃博物馆、上海陶瓷科
技艺术馆，
分别较同期增长 39%和 72%。
在“带着国旗去旅行”活动的带动下，爱国
主义教育游的重要景点——上海淞沪抗战纪
念馆和上海解放纪念馆两大场馆，接待量较同

期分别增长 27%和 106%。
乡村旅游成游客新宠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宝山乡村旅游
景点紧跟热点，推出丰富活动，成为游客出游
新宠。
罗泾宝山湖生态农业园是 2018“ 美丽乡
村·丰收罗泾”第一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暨上
海宝山湖长江蟹品鲜节的举办地，许多游客慕
名而来，体验时令蔬果采摘、鱼塘垂钓，品尝宝
山湖长江蟹，
感受乡村休闲的无限乐趣。
东方假日田园的梦竹缘餐厅新推印度节
目表演和特色美食品尝，吸引众多饕客。闻道
园的滋补养生特色农家菜，让人品味“家乡”的
味道。还有不少市民来到天空之城都市农场，
观赏新奇瓜果、无土栽培，体验“空中”种植等
新型农家乐趣。
休闲度假相关产品丰富
随着越来越多的上海市民和周边地区游
客来到宝山度假游玩，美兰湖国际会议中心、
金仓永华大酒店、宝山宾馆等景区周边酒店，
都推出各类房型满足不同游客需求。宝山万
达广场、龙湖宝山天街、宝乐汇等美食汇聚地，
也都奉上特色活动，
丰富了游客假日餐桌。
此外，长假期间，不仅是“请进来”的游客
纷至沓来，还有很多游客“走出去”享受假日悠
闲。国内游方面，龙廷国旅、游大大等旅行社
推出的北京、云南、海南团队游产品，受到广大
游客喜爱；出境游方面，以中国港澳、日本、越
南、法瑞意等为目的地的品质游线路依旧是出
游热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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