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张树良

8月11日，市农业农村委副主
任方芳携委计划财务处、蔬菜办公
室负责人，会同农业保险机构负责
人一行，前往浦东新区、闵行区等涉

农区查看农业受灾情况，督促做好
投保农作物及设施的勘损、定损、理
赔工作，指导和帮助农民尽快恢复
生产。

在浦东新区，方芳一行先后到
曹路现代农业园区，老港镇欣河村

烟墩唐明德翠冠梨生产基地、南汇
零珊果蔬专业合作社生产基地，现
场查看受灾、抢收和恢复生产准备
情况等，并督促生产单位、保险机构
尽快做好灾后复产复工和相关支持
工作。

下午，方芳一行前往闵行区浦
江镇，查看上海城市超市蔬菜专业
合作社、上海侨嘉葡萄合作社等单
位生产基地受灾情况，并要求相关
单位做好受灾情况统计，开展蔬菜
生产技术指导和培训，抓好恢复生

产。
浦东新区农业农村委主任苏锦

山，浦东新区、闵行区相关部门负责
人一同现场查看，并就生产情况等
进行问询和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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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应对““利奇马利奇马””侵害侵害 沪郊三农工作者全力以赴沪郊三农工作者全力以赴

根据本市机构改革方案要求，对照农业农村

部“三定”规定，市农业农村委深入开展调研，理

清工作短板，周密推进改革实施，明确今后一段时

期内需重点加强的工作职责，在广泛听取各方意见

和建议的基础上，完成了市农业农村委系统“三

定”方案。其中，组建市农业农村委执法总队作为

推进本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

容，已于近期全面完成。

主题教育促机构改革主题教育促机构改革

农业执法总队吹响干事创业再出发集结号农业执法总队吹响干事创业再出发集结号

>>>详见A2版

崇明合作社主推
可以直接吃的水果玉米

驻村指导员促成
静安崇明共建“结硕果”

>>> B3·新主体

在佘山慢行线路上
感受“十里桃花源”

形式主义，作为一种资源空耗、体

制空转的“官僚制隐疾”，上下共愤、民

无实惠，为何还能在不断的“声讨批

判”中长期存在？其中原因值得深

究。其实，形式主义在各种形态的管

理体制中均存在。其基本的规律是：

越是基层的政府单位，其所受到的上

级压力愈大，形式主义作风越发普遍

和严重。

■ 8月9日上午，赶在台风“利奇马”来临之前，在金山区枫泾镇新义村上海枫锦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种植基地内，桃农正在争分

夺秒地抢收黄桃（如图）。据了解，今年黄桃品质不错，台风给果农带来了不小的损失，目前安信农业保险公司根据承保责任，已第一时

间启动受灾的赔付取证手续，抓紧做好初勘、复勘和理赔服务工作，力争将果农的损失降到最低。 通讯员 金颂军 摄

乡镇政府缘何容易陷入“形式主义泥潭”

>>>详见B1版

与“利奇马”赛跑 争分夺秒抢摘桃
□导读

>>> A6·动态

市农业农村委督促落实保险理赔，指导农业恢复生产

挖掘新型城镇化的
发展新动能

>>> A3·言论

>>> A5·走村镇

这个周末，台风“利奇马”给上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马路上车辆在积水里“劈波斩浪”的场景，小区里“水漫金山”的窘况，风雨中行人不断被吹走的伞具……类似的场景刷

爆了朋友圈和视频网站。而在沪郊，大多数的农户面对台风的侵袭，不得不提前抢收农作物、加固大棚设施等，甚至在台风逐渐远离后，时时担心着地里和河道里尚未降下的水

位，彻夜难寐。在应对“利奇马”的过程中，市区镇三级农业部门、合作社经营者以及无数三农工作者从前期严阵以待，到后来的全力以赴、守望相助，都为上海农业度过这场自

然侵害、以及做好后期保障措施做出了贡献。

台风期间，安信农保密切监视
台风动向。做好灾害预测预报及重
点工作调度，并在24小时内由应急
小组成员带领工作组赴一线加强技
术指导的预案。

加强灾情报损工作。落实专人
于每天17点之前，将大灾理赔进展
与损失更新情况上报应急小组办公
室，同时向市、区农业农村委、财政、
银保监局等政府部门报告处理情
况。

做好重点农户防灾减损工作。

通过现场宣导、微信、短信、电话等
方式督促农户采取加固大棚设施、
及时收获瓜果、渔船入港等防灾减
损措施，最大可能降低损失。

开展大灾查勘定损统筹安排工
作。统一调度，配备车辆、救灾物
资，做好无人机大面积查勘、先行赔
付资金准备等准备工作，一旦遭受
大灾快速查勘定损理赔。

与农户及农业、气象部门保持
密切联系。加强值班，增加400客
户服务工作人员，保证 24 小时值

班，及时受理紧急报案；保持与气象
台和各市、区农业农村委密切联系，
及时有效落实政府防灾减损有关工
作要求。

据悉，这几天，安信农业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奔走在沪郊
田间地头，确认受灾情况、商量理赔
事宜。截至8月12日中午12时，
安信农保上海分公司共接到农险报
案 1013 件，初步估损金额 4775.7
万元。首批农业保险赔付将于本周
发放。

安信农保：第一时间启动受灾赔付取证手续

面对台风“利奇马”，市、区各级
农业农村系统的相关部门和单位积
极作出部署，及时采取措施，全力做
好台风防御应对的各项工作。

蔬菜生产
清理疏浚排水系统，做好排水

防涝工作。加固菜田管棚设施，抓
好检查维护工作。集中力量采收，
减少灾害损失。抓紧利用台风来临
前的凉爽天气，对已成熟可以采收
的蔬菜组织力量及时采摘和上市，
来不及上市的做好冷藏保鲜工作，
努力减少灾害损失。密切关注天气
动向，及时做好信息沟通。各级蔬
菜生产管理部门加强与气象部门的
联系，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时调
度、汇总、上报灾情，提高信息的时
效性和准确性。

渔政渔港
在接到台风预警后第一时间通

过渔业信息中心平台向海上渔船发
出避风告警，要求各信息员（专管
员）注意向周边船只通报，合理安排
生产位置并尽早进港避风。确保信
息畅通，密切关注渔民人身安全，及
时根据气象预报及时撤离转移渔
民。组织执法人员重点巡查渔港码
头、渔船集中停泊点及养殖场所，加
固停泊渔船缆绳、养殖棚舍等安全
设施。

种植业
抓紧采收入库，减少水灾隐

患。加强与水务部门沟通联系，切
实落实圩区排涝、田间排水等措施，
及时预降河道水位。瓜果等种植业
生产基地做好农田内外沟渠清理，
保证排水畅通，一旦遇到暴雨积水，
充分发挥强排水设施作用，尽快排
除积水，防止内涝。加固棚舍设
施。切实对温室大棚等设施进行认

真排查，及时做好棚架、棚膜等设施
的加固工作，防止因大风造成设施
倒塌和破损。加强病虫监测。各地
植保部门要严密监控田间病虫情动
态，及时发布病虫发生信息，科学制
定防治策略，切实做好水稻、瓜果等
重大病虫害防控工作，减轻台风级
生成的次生危害。

畜牧业
积极指导防汛抗台工作，督促

场主加固棚舍、做好养殖设施防护，
帮助检查安全隐患、及时清理禽场
排水系统等各项工作，同时普及动
物疫情防控知识，指导做好抗台应
急准备工作，积极防范台风对牧业
生产造成的不利影响，全力做好防
台抗台工作。指导各区畜牧兽医系
统落实防台值班。按照防台预案要
求，各区畜牧兽医系统指定防台值
守人员，随时启动值班制度，以及时
应对突发事件。各区畜牧兽医系统
随时启动灾害应急预案，确保灾后
救援及时到位。

农机条线
农机手全面停止户外作业，转

移老旧农机库房的管理人员至安全
场所避险。组织农机具入库停放，
室外停放的农机具应转移到高处并
予以加固，避免机具因强风暴雨受
损、受淹。

执法总队
各条线严格原各单位既有的安

全责任、防台抗台，应急抢险、行政
值班等制度，抓重点、补短板、固底
板，全面制定好、落实好各项措施。
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台风动向，完
善人员、物资和各项防御措施的准
备，切实加强办公场所、道口港口、
工作站点、船艇车辆、装备设备、户
外设施的专项检查和隐患排查。

市、区各级农业农村系统

相关部门采取措施防御台风

位于金山工业区的仁生果蔬专
业合作社，未雨绸缪，8月7日就启
动大棚加固工作。负责人夏剑锋告
诉记者，他在台风前将50%大棚膜
拆除，剩余的正在进行加固工作，防
止因大风造成设施倒塌和破损。正
值葡萄上市的季节，位于吕巷水果
公园内的施泉葡萄园在台风前也是
一片忙碌，工人们用压模线加固大
棚，随即将着手排水工作，防止雨水
倒灌。每年台风季，水果公园里的
蟠桃、黄桃等都受到一定影响，吕巷
旅游管理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说，
水果公园从8日起就安排工人们抓

紧抢收露地的黄桃、水蜜桃和蟠桃。
据了解，金山区落实市、区两级

防汛物资共510万元，准备了4台
大型排水泵车、2台拖挂式排水抢
险车和 10 台移动泵，随时准备调
用。重点做好各类建筑工地、危房
简屋、一线海塘外人员和大棚居住
人员安全撤离准备工作。全区设置
安置点50个，做好转移总人数1.6
万余人的准备。同时，落实水上交
通安全、停航及船只避风等监管措
施，做好船只引导、水上搜救等应急
处置准备工作。特别是聚焦城市沙
滩旅游区域和海塘一线公用岸段，

根据预案进行封闭管理准备工作，
通过广播报台、现场告示及时告知
广大游客和周边居民。

此外，金山区还加强排水工作，
防范地下空间进水。针对此次台风
可能带来的强降雨，提前做好下水
道预抽空及河道水位预降，预降圩
区内河水位到2.6米以下。全力做
好降雨期间的道路积水抢排和泵闸
调度运行。重点对65座下立交落
实管理责任，所有管理和养护人员
全部到位值守。在台风来袭前，加
紧抢收成熟蔬果，维护菜田设施，努
力减轻灾害损失。

金山：抢收黄桃蟠桃、调配抢险设备、撤离人员

青浦区农业部门表示，经过暴
雨或大暴雨，青浦部分农田地块出
现洪涝灾害，对农业生产造成较大
影响，部分水稻、蔬菜、水果田块受
灾较重。

8月11日上午，青浦区农业农
村委分四组分赴各街镇巡查指导，
对白鹤、重固、华新、徐泾、朱家角、
练塘等6个街镇20余个基地进行灾
后巡查，并指导农田灾后恢复工

作。安信农保上海分公司分管经理
及青浦支公司总经理会同农业农村
委工作组一同前往青东受灾较为严
重的白鹤镇、重固镇一线了解灾情，
启动理赔工作。

青浦：积极开展农业灾后恢复工作

■■应对台风过后高温高湿环境应对台风过后高温高湿环境，，曹路现代农业园区工作人员已紧急曹路现代农业园区工作人员已紧急
采收一批蔬菜采收一批蔬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