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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下，针对农村地区疫情防控特点和

春耕备耕情况，众多保险机构利用手机APP、微

信等线上化工具，自助开展承保宣传、投保信息

采集、查勘定损工作，进一步为农业生产提供保

障。从长远来看是一次促进农业保险健康发展

的重要机遇。

疫情倒逼农业保险疫情倒逼农业保险““数字化数字化””加速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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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指定信息发布媒体

□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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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治”融合
筑牢农村防疫网

3版·言论>>>

书院居村“联防自治”
从“独角戏”变“大合唱”

4版·动态>>>

■ 眼下，正是春耕春播的好节。在闵行区颛桥镇，村民们忙碌在田间地头，翻土、开沟、播种、浇水……春耕劳作紧张

有序。(图为在上海颛桥农业科技试验场，菜农正在搭建番茄架，一排排整齐的架子上特意选择了用红色的短绳固定，显示

出一派繁忙喜庆的景象。) 通讯员 周丹平 记者 贺梦娇

春耕好时节 田头农事忙

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印发《关于加强法治乡村建设的意见》

农业农村部印发通知
要求进一步优化审批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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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居村“联防自治”从“独角戏”变“大合唱”

□通讯员 严宸 金丹 记者 王平

“头雁”引领激发自治力量
“四时风貌赞塘北，一颗明珠耀

浦东”这是写在全国文明村书院镇
塘北村门头上的一副对联，大气文
雅、朴实厚重，门头所在处，就是此
次疫情期间，塘北村供村民们日常
出入两个道口之一。塘北村党总支
书记、村委会主任刘芹弟每天都要
来这个道口，一站就是半天。一系
列防疫优化方案、出入管理细则等
都是直接出自这个道口上。塘北的
两个道口分别由刘芹弟及村党总支
副书记李琦包干负责。这段时间，
想要找他们，去道口比去村委会更
容易找到。来往村民看到后，纷纷
找到村委会，主动要求加入“守家护
院”防疫工作。

作为书院镇外来人口最多的村
之一，除了守好村头的两个道口之
外，对于中久村来说，返沪人员的底
数排摸工作更是做好疫情防控的关
键。为此，村两委工作人员分片包
干，将村域范围按主干道、主要河道
分成五个片区，每人负责一个片
区。在挨家挨户走访的过程中，越
来越多的普通党员、普通村民主动

要求加入到防疫队伍中来。截至目
前，中久村已有志愿者130名，其中
最小的才16岁。

村居干部靠前指挥，普通党员
和村居民有了靠前的动力。“你们做
的，村民都看在眼里，虽然我不是村
干部，但是作为一名村民，守好自己
的家就是我们的事。”塘北村村民郭
老伯坚定地说。于是一个个、一批
批村民主动请缨，队伍在壮大，村居
民自治的热情更是高涨，社区居民
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变得愈发
强烈。

书院镇的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也逐渐从“干部防疫战”变为“全民
总动员”，由“被动防控”变为“主动
管控”，由“独角戏”变为“大合唱”。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在一些村民的心中认为很多事

情是村里的事，是社区的事，是他们
要做而不是我要做，仿佛跟自己没
有关系。因为“事情”是“别人”的，
所以“自治”就无从谈起，但防疫工
作，使大家认识到，“疫情防控没有
局外人”，是“每个人自己的事情”，
因为是“自己的事”，所以大家都格
外用心，不敢松懈。在他们眼里，此
刻应该做的就是团结奋战、守望相

助，用自己的力量守护家园。
村干部人手有限，怎么办？一

支支由村民自发组建的队伍集结出
发，充实到防疫一线，用行动诠释他
们的那份执守。宣传队，抖音、视频
做起来，小喇叭喊起来，电子屏亮起
来，小册子发起来；调查队，分片包
干，兜底排摸，数据煞清，房东告知，
一并到位；督导队，专业找“茬”，比
如道口封闭位置是否合理，检查动
作是否到位等；此外配送队、物资
队、保障队、巡逻队……各式各样的
自治团队，协助社区扎牢织密防疫
网。

在黄华村就有这样一组“铁三
角黄金搭档”，三人虽非亲兄弟，但
这段时间他们却形影不离。“村里巡
逻的任务就交给我们老弟兄三个
吧。请书记放心，绝对没有问题。”
铿锵的语句，坚定的眼神，这便是铁
三角的三位老爷叔，施引良、瞿六
观、王国飞，这段时间，黄华村的村
间小道上，村民们总会看到他们忙
碌工作的身影，看到人员聚集便主
动劝散，看到封闭道口被进出人员
破坏，给予阻止，并进行修补维护。
在他们眼里，巡逻的意义就是如同
在守护自己的家，所以容不得丝毫
马虎，于是每次巡逻他们只会更加
认真与仔细。

在战“疫”后方，有感于一线人
员的辛苦，还有不少群众从家里拿
出物资纷纷应援，有从家里拿出停
车棚做岗亭的，有拆了自家花园亭
做岗亭的，有买了取暖器送到值守
点上的，还有从自己家中拖电线，供
值班亭使用的，晚上做了点心、夜宵
送过去的更是不计其数。

疫情防控工作涉及个人安危，
意识到这一点后，有序引领下的“自
治”成为每个社区人自然而然的选
择。扩大到“垃圾分类”等民生实事
项目，只有个体充分意识并认同每
一项工作推进背后与自身发展的息

息相关，社区自治才能有生根的土
壤，社区人才会有发挥所长的自觉，
自治管理水到渠成。

社区“闲事”管起来
“哎，怎么没戴口罩就出门了，

快把口罩戴起来！”“大家都散了
吧！没什么要紧的事情尽量不要聚
到一块闲聊。”在疫情防控期间，每
个村居总会有那么几个爱管“闲事”
的人，只要一看到有这类现象，便第
一时间提醒，因为在他们眼里，这就
是一份对自己更是对他人的责任。

与此同时，村里还有一群“告密
人”，“隔壁的某某一家回来了”“侬
去村委会报到过了哇？”他们犹如社
区里的“哨兵”，村里一有动静，便能
快速反应上报，让社区疫情防控多
了一层保障，无形之中一个以居民
为主体的群防群控体系稳步形成，
强化了社区的精准防控。

除了主动管好人外，社区“能
人”们也在此次战“疫”中发挥着作
用，做额温枪套、做应急口罩……他
们化作智囊团为社区防疫添砖加
瓦。当疫情防控遇到寒潮，额温枪
出现测温不准的情况，丽泽社区“丽
家人”自治团队管家周玉芳阿姨利
用缝纫机，给道口额温枪量身定制

“外套”，既方便更换，也容易清洗。
在外灶村，妇女之家“媛创空间”自
治团队的管家徐微琴带领姐妹们自
制口罩，作为防疫物资紧缺时期的
临时过渡举措。舒馨居委的管家小
队也全员参与战“疫”，除了每天主
动排班，轮流值守，巡查返沪人员
等，更是发挥文艺特长，用本地话、
快板等方式进行宣传，小区内的防
疫黑板报也是出自志愿者之手。

这些看似“闲事”，实则“大事”
的背后，反映出的是村居民对此次
防疫工作的认同，更体现了社区管
理中“自治”力量的不可或缺，“自
治”之花在社区防疫战场上次第盛
开。

□简讯

居村是联防联

控、群防群治的主战

场。“居村自治”在浦

东书院镇疫情防控

的特殊时期发挥出

了强大力量，构建起

一道道坚不可摧的

防控屏障。

伸出援手
重固三村民搭救落水老人

□通讯员 周晓辉 王春兰

3月18日上午10点左右，章堰
村北浜一70多岁老人，走在章堰村北
浜河边不慎落水。同组的两位村民
组长潘伟忠、潘根荣和一位路人施建
峰冒着生命危险，共同将老人从水中
救起。

事发当天，70多岁老人廖德清出
门配药，走在回家一条临河的小路
上，突然身体不适，人一倒就落水了。

村民组长潘伟忠的妻子听到有
人呼喊“有人落水啦，有人落水
啦……”，她立即叫醒正在睡觉的丈
夫潘伟忠。在村里的防疫道口上值
守了一整晚，才刚刚睡下的潘伟忠立
马冲下楼，跳下河中去救人。

落水者当时还穿着滑雪衫，衣服
吸水后十分重，不容易将人拉上岸。
潘伟忠正在着急时，本村另一位村民
组长潘根荣和过路人施建峰也听到
了呼救，两人不约而同地下水帮助潘
伟忠将老人救上岸。

将老人救起后，潘根荣和他的妻
子还用拖车将落水老人推回老人自
己家中，这才默默地离开。

说起当时的情景，三位救人者都
表示：无论谁掉到河里了，他们都会去
救。笔者到潘伟忠和潘根荣家中采访
时，他们都说，都是邻居，这是应该
做的。

近日，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
会印发了《关于加强法治乡村建设
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并
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
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意见》指出，《中共中央 国
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
见》 和 《乡 村 振 兴 战 略 规 划

（2018-2022年）》明确提出建设
法治乡村重大任务。《中共中央关
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
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
源头治理。《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

的指导意见》对法治乡村建设提出
明确要求。

《意见》强调，法治乡村建设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
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

略，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按照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的总体要求，加强党对法治乡
村建设的领导，健全党组织领导的
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
理体系，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为引领，着力推进乡村依法治

理，教育引导农村干部群众办事依
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
解矛盾靠法，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
情、体现新时代特征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治乡村之路，为全面依法
治国奠定坚实基础。

据《中国农网》

□见习记者 赵一苇

近日，嘉定区81家益农信息社
的信息终端正在陆续更新至最新
版本，通过更新，增添多媒传播信
息呈现形式，信息终端模块，主流
媒体浏览，便民工具等新功能及版
块，以便农户更加便利地查阅涉农
信息。

全新的信息终端，在界面布局
上有了较大更新，信息查询更为便
捷。新版本摈弃了旧版文字、图标
密集的布局，根据农户的使用需
求、使用习惯对界面进行简化，由

每日天气、滚动新闻、滚动菜价及
十大功能模块构成，帮助农户跳过
繁琐的查找，能够更加方便、直观
地筛选所需涉农信息。

以往，旧版信息终端只能以图
文的形式呈现信息，单一的形式缺
乏吸引力，无法激起农户的阅读兴
趣。

新版本在图文形式的基础上，
兼容了视频、音频、H5页面，以更多
样化的媒体形式传播涉农信息，增
加与农户的交互，同时，也一定程
度上帮助农户更形象、具体、直观、
多角度地接受这些信息。

益申农是一款收集和发布农
民、市民需求，为服务对象提供精
准、便捷服务的App，但部分农户反
映自己没有智能手机或对智能手
机使用不熟练，这个问题在本次更
新中得到了解决。信息终端通过
移植益申农App，实现了更多更新
的服务功能，操作也更为方便。农
户可以在各益农信息社的终端上
直接查询到益农平台上的益农社
信息、农产品推荐、乡村游推荐等
信息。除此以外，首页还丰富了新
闻板块、便民工具等功能模块，为
农户提供实用贴心的服务。新闻

板块新增滚动视频新闻，节选近期
重点新闻的片段进行轮播，方便农
户获知近期热点新闻；新增报纸新
闻，该栏目选取了人民日报、解放
日报、光明日报、新闻晨报、新民晚
报、东方城乡报六大主流报纸的每
日新闻，满足农户关注新闻热点的
需求。此外，新增的便民工具板块
还包含了入学信息查询、公交车站
查询、空气质量查询、社区事务点
查询、垃圾分类查询、列车时刻查
询六大功能，以满足农户对于民生
类信息的需求。

嘉定嘉定 8181 家益农信息社服务升级家益农信息社服务升级

□通讯员 周旭

2月3日晚六点半，王春军刚刚
到家打开门，电话铃声就响了，“马
上集合出发！”王春军来不及换衣
服进门，接过妻子急忙递上的晚
餐，在门口随便扒拉了几口，便与
家人匆匆告别，来到医院和其他队
员们一起整理车队、装放设备。等
到十几吨的医疗器械和防护物资
装车完毕，时间已经是凌晨三点
了。

王春军，上海东方医院国家紧
急救援队队员。他参加过很多救

援、防护任务，同时也参加过上海
马拉松的安全保障和国际救援演
习活动。

2月4日早晨7点，王春军便踏
上了前往武汉的征程。当天晚上
11点多，到达武汉的王春军和其他
队员们顾不上休息，便开始动手搭
建方舱医院外的工作场所，4个小
时的不间断工作，在所有队员和医
护人员的共同努力下，25顶帐篷终
于搭建完成。这些帐篷主要用于
存放医疗设备、救援物资、检测防
护物资以及医护人员的办公场所
和更衣室，其中两顶最大的帐篷用

于医护人员进出隔离和消毒。
刚刚到达武汉时，王春军和其

他队员们几乎每天都是连轴转，全
天候检查存放物资的充气帐篷是
否牢固。面对武汉的第一场大雪，
为了不让大雪压垮帐篷，队员们整
整一天时间都在清理帐篷上的
雪。此外，他们每天还要对进出医
院的人员、车辆、设备进行消毒处
理，往返几十公里接送医护人员，
有时要忙到凌晨两三点才能休
息。虽然很累，但王春军他们却从
未有过怨言，因为此刻武汉的一线
医务人员需要他们，武汉的百姓需

要他们，打赢这场战“疫”需要他们。
“面对疫情，说不怕那肯定是

假的。但是作为一名救援队队员，
这个时候我不上谁上呢？这是我
们的职责所在，我也从没有后悔过
这个决定。”王春军说。

3月19日凌晨，王春军和队员
们圆满完成援鄂任务回到上海，开
始为期14天的隔离。他说：“因为
工作的原因，很少和家人团聚，我
现在最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待疫
情结束后，带上父母、妻子、孩子一
起走出家门，融入到大自然当中，
好好感受它的呼吸。”

驰援武汉驰援武汉，，万祥这位医生诉说无悔经历万祥这位医生诉说无悔经历

长江水域多方联手
追踪非法捕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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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坚定捍卫
农业农民利益

8版·国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