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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康晓芳

张磊，来自浦东新区航头镇沈
庄村，他说：“这几年通过浦东农校、
开放大学农业经济管理系学习、青
年农场主的培训等，懂得了学习的
重要性。”

在黄桃种植上，他根据自己学
到的专业知识，在时间的把控上，做
到不失时机，使种出的黄桃的品位
上佳。另一个当季品种就是翠冠
梨，个大汁甜，深受市民喜爱。

前几年他到奉贤资福村租了
40亩土地，开始种田，这几年通
过土地流转，并在航头镇沈庄村村
委大力支持下成功流转 45 亩土
地，获得了无公害认证。目前桃梨
园己建成集生态示范、先进品种、

领先技术和投入品管理、基地准出
等严格的全程质量安全管理机制，
加之所处优越位置：沈杜公路两
旁，西面召家楼古镇，东至航城大
区，轻轨交16号，在建18线下盐
路站，交通便利。

目前，张磊基地果园推广高密
度，主干型，机械化种植，增强土壤
有机质，减少化肥使用量，减少化肥
对环境污染，提升产品质量，实现丰
产优产，并进一步实现基地的规模
化种植，标准化生产，商品化处理，
品牌化销售，产业化发展。

“桃儿是农场的工作人员一个
个手工挑出来的，个顶个的大，水润
香甜，满嘴生津，将一个个肥美的桃
儿放进精美的礼盒里，高端大气上
档次。”据介绍，目前张磊果蔬专业

合作社生产品种有桃10个品种，在
6月至11月都有上市，梨三个品种

7月初至9月中旬有销售。

浦东新区航头镇种植大户张磊尝到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的甜头

“桃儿是我们一个个挑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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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台风带给农业企业把台风带给农业企业、、合作社合作社、、园艺场园艺场、、农户的损失减到最低农户的损失减到最低

浦东多管齐下经历浦东多管齐下经历““利奇马利奇马””台风考验台风考验
□记者 康晓芳

日前，浦东农业农村委多管齐
下经历“利奇马”台风考验。

记者从浦东农业农村委农业处
了解到，8月9日，在“利奇马”台风
登陆上海前，为保证台风袭来时农
户安全，同时，把台风带给农业企
业、合作社、园艺场的损失减到最
低，浦东农业农村委将防汛防台通
知下放至全区240多个农业企业、
合作社、园艺场；派30—50名农技
人员奔赴农业生产前线、现场，指导

防汛防台；要求全区240多个农业
企业、合作社、园艺场经营负责人，
完成清沟、理沟等排水实施准备；加
固大棚；提醒农业企业、合作社、园
艺场，及时采摘成熟和接近成熟的
蔬果等产品；通知安信农保，在险情
发生时，第一时间奔赴现场勘查理
赔。

浦东农业农村委多管齐下严阵
以待，一系列措施的实施，保证台风
来时的农户安全，同时，把台风带给
农业企业、合作社、园艺场、农户的
损失减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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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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化党和国家机

构改革是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一场深刻变

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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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欧阳蕾昵 摄 杜洋域

按照“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
抓落实”的总要求，新成立的执法总
队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来抓，努
力尽好责、抓到位，力求用机构改革
的新成效，激发农业农村工作的新
能量、新作为。

主动跨前，吹响干事、担当、再
创业、再出发“集结号”

上海是最早探索农业综合行政
执法的省市地方之一。从文件上的

“一张蓝图”转变为现实中的“一支
队伍”，市农业农村委执法总队的成
立，实现了本市农业农村系统“一支
队伍管执法”，标志着本市农业综合
行政执法改革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
成果。在十一届市委七次全会上，
李强书记特别强调，习近平总书记
对上海干部提出了“干事创业要充
满激情、面对困难要富于创造、迎接
挑战要勇于担当”。对于执法总队
全体党员干部而言，农业综合行政
执法改革吹响了干事、担当、再创
业、再出发的“集结号”，如何再创
业、再出发、担重任、干大事？在市
农业农村委员会党组领导下，执法
总队党委立足新时代、新要求、新起
点，在新机构、新平台、新战场之上，
落实主体责任，以上率下，以身作
则，带头自我革命，带头维护政治大
局、维护团结稳定，奋斗拼搏，正确
认识改革，主动拥抱改革，抓好主题
教育各项工作落实，把党的自我革
命推向深入。

在执法总队筹备和成立之初，
党委班子跨前一步，主动担责，领导
和督促渔政、渔港、动监、农机条线
开展主题教育。针对部分已启动的
活动，总队党委在调集和审查各条
线实施方案后，重新部署安排主题
教育各项内容，设立渔政监督、渔港
监督、动物监督、农机（植检）、综合
五个总支部分别负责上述条线的党
建和主题教育活动，确保思想不乱、
队伍不散、工作不断、干劲不减，使
得全面从严治党和思想政治建设不

断档、有衔接、有成效。

不忘初心，主题教育贯穿机构
改革全过程

深入推进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改
革，就是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深
化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加快构
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体系，积极创
新农业行政执法机制，努力提升农
业行政执法水平。

总队筹备期间，由执法总队党
委书记蒋建国带队，围绕“小三定”

“集中办公”“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等
问题密集调研，足迹遍布各市境公
路道口、渔港码头检查站和各涉农
区农业农村委执法大队，以多种形
式广泛听取意见。在调研中，执法
总队始终坚持群众路线，通过个别
访谈、召开座谈会等多种形式,充分
听取工作服务对象、基层党员群众
对领导班子、领导干部存在突出问
题的反映,对改进作风、改进工作的
意见和建议。总队成立后的第一次
集体活动上，蒋建国为党员同志上
了一堂“在不忘初心中汲取前进力
量，在牢记使命中展现更大作为”的
主题党课，号召总队全体党员干部
不忘初心再出发，牢记使命勇担当，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渔政条线以“落实全面从严治
党”为切入点，结合全面加强农业综
合行政执法改革的新要求，将学习
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
实融会贯通在主题教育全过程。特
别是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的基
础上，处级干部敢于直面问题，聚焦
关键重点，从“新时代如何加强基层
党组织建设，发挥战斗堡垒作用”

“新时代如何加强青年思想，助推青
年成长”“新时代如何加强内部管
理，提高工作质量”等角度，全面开
展问题排摸、现场调查、座谈访谈，
了解群众心声，形成对策措施，真正
破解难点。蒋建国作为原渔政处负
责人和现执法总队党委书记，在加
强个人学习基础上，结合新时代新
机构，深挖思想根源，紧盯关键环
节，针对“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改革背

景下党建新要求新任务”开展调研，
提出并凝结了执法总队“让组织领
导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能担当完
成重任，能在全国有影响”的队伍建
设目标。

动监条线以“四个强调”推动学
习研讨走深走实：强调教育主题，明
确学习专题；强调研读原文，强化学
习思考；强调思想交流，深化学习研
讨；强调初心使命，丰富学习载体。
共设立“政治意识、干部队伍、群众
路线、担当作为、勤政廉洁、创新能
力、动监工作”7个专题进行集中学
习，固定每周一进行集体讨论交流
学习心得和感悟。

渔港条线抓实调查研究，紧紧
围绕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市委决策部
署，围绕解决党的建设面临的紧迫
问题，围绕人民群众关心的渔业船
舶集中停泊点安全设施设备、港内
船舶秩序、渔船修理、渔民转产转
业、油污处理和涉渔“三无”渔船整
治等渔业管理问题开展调研。

农机条线严格落实党课要求，
领导班子成员在学习调研基础上为
支部党员讲专题党课，并要求支部
党员要深入抓好理论学习，强调主
题教育活动要在读原著、学原文、悟
原理、促实效上下功夫。

边学边改，打造一支讲政治、守
纪律、能战斗的执法队伍

整合组建新的机构，不代表已
经完成了改革任务。机构改革作为

“三农”事业发展进程中的“助推
器”，是将过去本市“三农”战线的

“护卫舰”“驱逐舰”“巡洋舰”“保障
舰”整编为市农业农村执法领域的

“航空母舰”。在这艘“上海舰”上，
动监、渔政、渔港、农机、植保等执法

各条线都是战斗单位，每位同志、每
个岗位都是不可或缺的螺丝钉。

着眼于解决实际问题，执法总
队党委结合本单位职责和重点任
务，带着问题开展主题教育。筹备
阶段，执法总队邀请了市委党校程
曦敏讲师作《弘扬建党精神，感悟初
心使命》主旨授课。渔政条线将开
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与主题教育相
结合，在上级部门领导下，坚持问题
导向、目标导向、效果导向，全面开
展涉黑、涉恶、涉乱线索的摸排、梳
理、汇总和上报，在法定职责范围
内，重点对涉及渔业捕捞，涉渔“三
无”船舶等领域的违法行为，进行了
坚决惩处，以消除“乱”的苗头现象，
确保相关领域的除恶、扫黑取得实
效。渔港条线围绕青年队伍建设、
探索青年队伍锻炼机制，采取个别
访谈、召开座谈会的方式，倾听青年
心声，激发工作热情，让青年同志在
平安渔业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动
监条线围绕服务上海乡村振兴战
略、加强党员思想建设、保障入沪食
用畜产品质量安全等问题开展调
研，摸实情、查症结、定措施。农机
条线围绕着“平安农机”长效机制建
设、危及人身安全的机械监管、农机
专业合作社安全发展、农机事故处
理能力等问题展开调研，通过开展
摸底调查工作，查找问题症结，分类
反映和解决问题。

除了督促处级以上干部开展主
题教育外，总队党委各条线还积极
组织下属支部集体开展特色学习活
动。渔政条线下属第二党支部、第
三党支部（渔政船队）的党员同志虽
长期奔波在水上执法第一线，仍利
用回港休整、执法间隙进行自学和
集中学习。渔港条线领导班子带领
下属党支部参观我国最大最先进的
海洋渔业综合科学调查船“蓝海
201”号，并联合东海研究所开展“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
动监条线有部分党员工作在道口，
考虑到到所学习不便，条线分管领
导利用工作例会机会，在道口召集
支部学习。农机条线党员干部践行
群众路线，经常性地深入各涉农乡
镇及农机专业合作社，听取乡镇农
机专管人员、农机合作社管理人员、
农机手等一线农机工作人员的意见
和建议，一起探讨农机安全隐患治
理、农机安全宣传教育等问题，不断
巩固农机安全生产形势长期稳定向
好的局面。

农业农村委党组领导下，执法
总队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坚守改革底线，努力推进原
有各条线（各单位）的职责、机构、干
部、任务、事务的整合，做到合编、合
署、合力、合心。各级党员干部和全
体执法人员瞄准靶心、提高站位、自
我加压，正确处理初心与使命、激情
与创新、能力与担当这三对关系，经
过一个阶段的学习，理论学习有收
获，思想政治受洗礼，干事创业敢担
当，为民服务解难题。接下来，执法
总队党委将持续做好改革成果巩固
和深化工作，为打造一支讲政治、守
纪律、能战斗、高素质的执法队伍而
奋斗。

浦东纪行（八）

古镇新韵话惠南

我与惠南镇有缘。一年多前，
惠南文学社诚邀我加入，随着去的
次数不断增多，于是便有机会深入
了解惠南这座古镇。

说起惠南，其实我已不再陌
生。那一年，我与家人去惠南看房
买房，一些地方，小桥流水的小镇风
情，白墙黛瓦的古镇风貌，桃红柳绿
的自然风光，阡陌纵横的田野情趣，
总是让我难以忘却。也许古镇的平
淡，透着白描的素雅，是引起我关注
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年，惠南的平淡如同其他古
镇那样，碎石板路的小街人来人往，
交通并不发达，多户人家拥挤在一
起，商品房的稀缺成了一个“短
板”。印象中的惠南，少了许多现代
化的元素，衣食住行或时尚性或便
利性或舒适性不足，都难以令人沉
醉其间。

日月如梭，转眼二十多年时间
过去了。此次我乘坐地铁十六号线
到惠南，出站后竟然一下子认不出
来了。宽阔的马路旁，满是一幢幢
错落有致的商厦，勾勒出一道惠南
的城际线。无处不在的漂亮商品
房，宛若缀上了星星点点的美丽符
号，似乎在叙说着惠南的成长故
事。她的模样，也不再是过去那朴
素的村姑形象，而是拥有面容姣好
的美女气质，无论怎么形容也不为
过。惠南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过
去和现在，犹如一个黑白、一个彩色
相互萦绕的画面，总是在不经意间
进行着某种对比，颇有越来越清晰、
越来越泾渭分明的味道。

惠南的古镇风情和现代美感，
已四处可见。在名胜古迹与岁月的
怀旧中，陆续修缮完成或维护好的
唐家庵、姚家庙、清凉庵、惠南耶稣
堂、南汇古城墙遗址、福泉古寺、南
汇孔庙大成殿等，古树古钟、亭台楼
阁相继映入眼帘，仿佛就是一连串
的珍珠再现。绚烂的古镇新韵，在
鳞次栉比的现代建筑中熠熠生辉，
发出夺目的光泽。四通八达的交
通，使惠南完全融入了上海美不胜
收的古镇风情圈，成为南浦东的一
颗璀璨明珠。

光阴荏苒。今天的惠南，已成
为不少市民首选的宜居之地。她的
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古镇与现代
的完美结合，都让生活在这里的居
民从容感受到了时代跳动的脉搏。
尤其在这里既能时时闻到古镇的沧
桑气息，又能处处收获浦东开发开
放的巨大红利，理所当然地成为许
多人向往的地方。

其实不止在惠南，浦东能有今
天翻天覆地的变化，周边的环境和
居民的居住面积大为改善，也从一
个侧面见证了我国改革开放和浦东
开发开放的伟大成就。惠南是其中
快速发展的佼佼者！惠南的一道道
美丽风景，就像是一个个曼妙剪影，
美得叫人心动，难忘得撩人心魄。
她的昨天和今天的精彩故事，她的
从居住至宜居的梦幻般变化，无不
预示着明天会更好。

通讯员 邵天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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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加强校企合作强校企合作 助推产业升级助推产业升级
————浦东农校调研清美公司农业培训需求浦东农校调研清美公司农业培训需求

□通讯员 李朝平

日前，浦东农校赵康副校长带
领农业科技培训部同志，调研国家
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上海
清美绿色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清美），了解清美企业发展动
态和农业培训需求，商讨校企合
作。清美技术中心副总监李立和相

关人员参加会议。
与会人员参观了清美生产基地

并进行了座谈。李总监详细介绍了
清美农业生产、门店运营、豆制品加
工等业务情况，重点分析了农业生
产、农机服务和农产品品控人员队
伍情况。近两年，清美在农业生产，
尤其是蔬菜业务上发展很快，以适
应快速扩张的清美鲜食门店产品需

求。同时，随着清美蔬菜产业联合
体的运营，清美将广泛整合从事蔬
菜种植的中小型农场资源，打造在
沪上乃至全国有一定影响力的知名
品牌。目前的新形势对清美农业从
业人员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清美必
须加强培训，提升员工业务能力以
适应品牌发展。赵校长指出，浦东
农校作为农业培训的专业机构，全

力服务于各类农业经营主体和农业
从业者，加强校企合作、实施送教上
门，符合企业需求，有助于增强培训
的精准性，一定能取得很好的成效，
帮助清美实现新的跨越。

下阶段，在清美开展培训需求
分析的基础上，双方将共同制定培
训方案，明确培训内容、教师、方式
方法、过程管理等方面，助推从业人
员能力提升和清美业务升级。双方
还初步明确了“两步走”计划，第一
步对清美员工进行培训，第二步对
加入清美蔬菜产业联合体的成员进
行培训，为打造新的蔬菜品牌注入
新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