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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农业农村委召开三季度蔬菜生产工作会议

压实“稳量”责任制，加强蔬菜质量安全监管
□记者 施勰赟 摄/记者 夏常青
“抓好蔬菜生产工作是农业管
理部门义不容辞、责无旁贷的重要
任务，我们要切实落实‘地产蔬菜生
产面积不滑坡，生产质量不下降，市
场供应不减少’的要求，补齐短板，
提升生产能力。”9 月 9 日，市农业农
村委召开三季度蔬菜工作会议。市
农业农村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叶军
平出席会议并在讲话中强调，要认
真贯彻落实市政府专题会议精神，
积极部署好后续蔬菜生产保供和质
量监管工作，压实“稳量”责任制的
同时更要加强蔬菜质量安全监管，
确保当年各项工作顺利完成。
叶军平指出，今年蔬菜生产以
“稳量、提质、增效”为要求，要稳定

基础保有量，围绕工作目标任务，逐
级压实责任，落实蔬菜播种面积；要
明确今年全市蔬菜播种面积和总产
量不低于 2020 年，稳定生产，对照
进度抓紧完成；要狠抓菜田建设和
管理，将设施菜田建设纳入“十四
五”蔬菜高质量发展的重点建设内
容，同时加强设施菜田的管理，防止
设施菜田非菜化现象等问题。
叶军平表示，落实中央的“菜篮
子”市长负责制要求，必须依靠“菜
篮子”区长负责制来支撑，要加强对
“菜篮子”区长负责制的考核，将蔬
菜生产保供目标和任务列入市对区
绩效考核和乡村振兴挂图作战考核
范围。他要求常年菜田和上半年生
产任务完成不足的区和单位，尽快
安排休闲地、稻板茬、果园等种植，

利用秋冬蔬菜种植季节，增加季节
性菜田面积。
“数量问题是底线，质量问题是
红线。”叶军平强调，要加强蔬菜质
量安全监管，通过全面的统计、果断
的措施、严密的监控进一步强化安
全监管工作，确保地产蔬菜质量安
全。
会议对 2021 年前三季度本市
蔬菜生产情况进行了总结，通报了
生产保供和质量安全的情况，并对
四季度及明年蔬菜生产工作作了部
署。会上，各区农业农村委相关负
责人对压实“菜篮子”工作责任制的
落实情况进行了专题交流。据统
计，至 8 月底，地产蔬菜播种面积累
计完成 86.9 万亩次，上市量达 154.8
万吨，完成阶段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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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郁若辰
摄/见习记者 于洋
9 月 8 日下午，市农业农村委党
组成员、副主任叶军平带队赴崇明
横沙渔港慰问 2020 年度“上海市青
年五四奖章”获得者长江禁捕执法
青年工作组，为其颁发奖章，并参加
座谈会。
叶军平向长江禁捕执法青年工
作组表示祝贺，并对坚守在执法一
线的青年同志的辛勤付出表示感
谢。叶军平指出，
“上海市青年五四
奖章”是全市青年集体的最高荣誉，
这份荣誉来之不易。这份奖章的背
后，汇聚了每一位执法一线青年同
志的努力，同时也充分展现了“三
农”青年奋勇争先、建功立业的精神
风貌。
“执法总队的成立是从简单的
物理组合推进到工作整合，最后达
成效益的融合，
‘ 三农’综合效益的
体现。”在听取长江禁捕执法工作和
青年工作情况汇报后，叶军平表示，
执法总队成立以来，各项工作有序
推进，取得显著成效。
“非常敬业、非
常投入、非常有效”，叶军平用“3 个

非常”概括感受，并希望执法总队各
项工作的开展能再接再厉，保持劲
头。
叶军平对奋战在执法一线的青
年同志提出 4 个方面的希望：一是
要投身执法，敬业爱岗；二是要响应
号召，砥砺奋进；三是要岗位奉献，
建功立业；四是要模范执法，争当先
锋。
执法总队成立以来，总队党委
高度重视干部队伍建设，通过加强
培训、轮岗培养、个别带教、组建青
工委、成立理论学习小组、强化考核
结果运用等一系列方法，努力促进
青年干部成长成才。
据了解，2020 年 10 月，执法总
队成立禁捕执法工作专班，人员调
配于原渔政、原渔监、原动监，彻底
打破了原有“条线”的壁垒和束缚，
设有领导小组和 4 个工作小组，即
现场执法组、协调联络组、后勤保障
组、信息宣传组。其中，40 岁以下青
年干部占 68%，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
要作用。之后，在原有禁捕执法青
年工作组的基础上，又重新编成禁
捕执法专班现场执法组，具体承担
专项执法检查、违法案件查办等工

作，实行全天候执法、24 小时备勤制
度，目前有 21 人，其中 40 周岁以下
青年干部 17 人，占比 81%。在禁捕
执法中，青年同志主动向前、点燃激
情、勇担重任，充分发挥党员先锋队
和青年突击队作用。
座谈会上，执法总队青年执法
人员代表分享长江禁捕执法工作体
会，青年代表们纷纷表示，这次获得
“上海市青年五四奖章”不仅是一种
荣誉，更是一种激励，在之后的工作
中将更加坚守初心，
砥砺奋进。
会后，叶军平巡航检查长江口
水域禁捕执法工作，并慰问中国渔
政 31008 船船员。
市农业农村委团委负责人，执
法总队相关负责人及长江禁捕执法
青年工作组代表参加座谈会。
长江禁捕执法青年团队原隶属
于上海市渔政监督管理处，2019 年
上海农业综合执法改革后，合并至
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执法总队。
这支队伍自成立起就奋战在长
江渔业执法一线，承担着长江上海
段水域各项禁捕执法行动，组织日
常巡航检查与专项执法行动，依法
查办各类渔业违法案件，清理、取缔

各类违规网具（工具）、
涉渔船舶等工
作，平均每年出动船艇 200 余船次，
执法人员 420 余人次。他们具有丰
富的执法管理经验，
查处相关违法捕
捞案件近百起，
先后荣获了上海市重
点工程实事立功竞赛优秀单位称号、
全国“亮剑”系列渔政专项执法行动
工作成绩突出的集体和全国渔业执
法工作先进集体等荣誉。
长江口地处河海交界、江浙沪
两省一市交界水域，作业渔船构成
复杂，长期以来利益驱使已形成非
法捕捞黑色产业链，禁捕执法难度
大。面对困难，他们毫不退缩，始终
保持高压执法态势，坚持水上日常
巡航以及休息日、节假日执法不间
断，加大突击检查、夜间巡航的力
度。2020 年，累计出动执法船艇 657
艘次、航程 22201 海里，清理、取缔、
收缴各类渔具 12809 顶（只、米），扣
押处理涉渔“三无”船舶 29 艘，查处
案件 25 件，罚款 14.61 万元。同时，

科学研判、综合分析，结合举报信访
反映、日常巡航等排摸违法线索，联
合公安、海事、水务等部门开展专项
执法行动，对长江非法捕捞进行全
面整治。其中，协助办理了“3·31”
涉嫌非法捕捞鳗苗案，联合公安部
门共同深挖非法捕捞鳗苗背后的运
输、销售黑色利益链，查实涉案金额
达 66 万余元，实现了非法捕捞案件
链条打击，该案例被农业农村部评
为 2020 年长江流域重点水域违法
捕捞十大典型案例。
“十年禁渔”启动后，进入到形
势更复杂、任务更艰巨、工作强度更
大的阶段。长江禁捕执法青年团队
有责任、有信心，成为长江口水域退
捕禁捕管理工作的排头兵，紧紧围
绕上级工作要求，紧抓渔业执法“常
规化”、发现问题“精细化”、执法能
力“常态化”三方面的建设，坚守初
心，砥砺奋进，为打赢长江禁捕持久
战交出完美答卷。

农业农村部紧急部署台风防御工作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年第 13
号台风“康森”于 9 月 6 日生成，逐渐
向海南岛东部到广东西部一带沿海
靠近并可能登陆；第 14 号台风“灿
都”于 7 日生成，逐渐向我国台湾岛
东南部一带沿海靠近。两个台风互
相影响，路径还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另外经历过夏季，海洋储存了足够
的热容量，秋台风容易出现爆发式
增 长 ，对 农 业 生 产 的 影 响 不 可 低
估。农业农村部高度重视，紧急部
署台风防御工作，要求浙江、福建、
江西、湖南、广东、广西、海南、云南
等地农业农村部门切实做好双台风

防御和灾后生产恢复工作，确保生
命财产安全和农业生产安全。
强化责任落实。当前正值南方
中稻灌浆成熟、晚稻拔节孕穗的关
键时期，也是伏季休渔即将全面结
束和畜牧业生产重要时期，双台风
带来的风雨将给农业生产带来不利
影响。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始终绷
紧防灾减灾这根弦，立足抗灾夺丰
收，切实把防范台风作为当前的紧
迫任务，迅速行动，扎实应对，确保
责任到人、措施到位，最大程度减轻
灾害损失。
加强监测预警。加强与气象、

应急、水利、海洋等部门的沟通会
商，强化应急值守，紧盯台风移动
路径，分析研判对农牧渔业生产的
影响，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
纸、手机、网络等媒体，及时发布
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将灾害预警信
息通知到相关海域已开渔的渔船和
人员，及时报告渔船进港、渔民撤
离上岸、渔政船待命等防御准备情
况。
推进科学防灾。立即动员相关
海域作业渔船和养殖人员尽快回港
或就近避风、避浪，及早加固维护渔
港 设 施 和 堤 坝 ，确 保 人 员 生 命 安

全。组织农民抓紧加固果树、大棚
和畜禽圈舍等农业生产设施，落实
防台防汛措施，抢收已成熟作物，避
免灾害损失。及时清理疏通田间沟
渠和畜禽场排水系统，防止发生大
面积内涝。指导农垦企业、学校、医
院等单位做好相关防范工作。
开展生产自救。及时组织核实
评估灾害影响，加强指导服务，因地
制宜制定救灾和生产恢复方案，帮
助和指导农民开展生产自救。加大
机具和人力投入，及时排涝除渍，加
强肥水管理和病虫害防控，促进受
灾作物恢复生长。结合农时季节和

地 区 特 点 ，指 导 农 民 搞 好 补 种 改
种。搞好种子、种苗、化肥、农药、疫
苗等生产资料调剂调运，做好畜禽
补栏、鱼塘补苗和生产技术指导。
尽快修复台风损毁的港口、堤坝、
渔船、鱼塘和养殖设施。加强灾区
动物疫病防控和农作物病虫害监测
防治，做好灾后消毒和死亡动物无
害化处理，防止灾后重大动物疫
病、人畜共患传染病和农作物病虫
害暴发流行。督促配合保险机构对
参保渔船等设施和农作物尽快定损
理赔。
来源：农业农村部新闻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