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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疫情以来梨园种植“对症开方”

上海仓桥水晶梨基地农民田间学校举办线下讲座
近日，在上海仓桥水晶梨基地经过两次消杀
的基地会议大厅内线下讲座开启，迎来了今年首
批 105 名学员，梨树种植户们在扫描完场所码并
确认后有次序地间隔落座，积极听讲。
□记者 贾佳
“夏季遇到多雨干旱的情况，要
及时对果园进行排水和灌水，及时
去除杂草，护根、促根生长；夏季剪
枝，要注意改善通风、透光条件；在
病虫害方面，有绿色认证的果园要
根据绿色食品农药使用准则，选择
农药进行防病治虫；根据上海土壤
性状，要限量施用氮肥……”在上海
仓桥水晶梨基地，上海市农业科学
院研究员骆军就“梨树绿色高效管
理”进行讲解。近日，经过了两次消
杀的基地会议大厅，迎来了今年首
批 105 名学员，梨树种植户们在扫
描完场所码并确认后有次序地间隔
落座，积极听讲。
自上海疫情暴发以来，梨园因
管控期间操作不便，导致存在一定

程度环境失衡。骆军围绕绿色管控
技术“对症下药”，分别从种植及栽
后管理、树形培养、梨树生长季管
理、土肥水管理和病虫害控制等六
个方面，结合梨树不同生长阶段给
出了“管理建议”。骆军表示，及时
补救，有助于恢复梨果健康生长。
骆军还在现场就双臂顺行模式为梨
树种植户举行夏季修剪实训。
上海仓桥水晶梨基地对绿色管
理作业标准管控严格，定期结合随
时令变化的作业环境开展手把手教
学，这也是基地实施绿色规范管理
的重要措施之一。当天下午，松江
区绿色农产品监管相关负责人、松
江区食用农产品安全监督检测中心
副主任石国忠就“2022 年绿色食品
企业标准与监管”为主题举行了专
场培训，让来自上海仓桥水晶梨专

业合作社的社员对“绿色标准”保持
统一认识。
“当前，一些企业、基地管理良
莠不齐，而绿色食品标准不断提高，
证后监管难度增大。”石国忠说，
“如
果农药和肥料使用不规范，将导致

产品质量和农残超标；要严格按要
求及相关施行条例执行新标准、新
要求。特别对于涉及使用禁用农
药，不按农药标签标注使用范围使
用农药，伪造农产品生产记录等行
为要坚决杜绝。
”

“嘉昆太协同创新核心圈”加强生产安全领域检察协作
6 月 17 日，嘉定、昆山、太仓三地检察机关又一次探索检察协作新领域，会签
《关于建立非法生产、经营、储存危险物品类危险作业罪案件办理协作机制的实施
意见》，共同拉起地区生产安全警戒线。
□通讯员 黄迪 记者 王平
如何以一体化的思路和举措打
破行政壁垒？早在 2019 年 7 月，嘉
定、昆山、太仓三地检察机关就签订
《关于进一步加强区域检察协作的
意见》,为跨区域检察协作敞开大
门。随后，三地检察机关持续深化
跨区域协作配合，充分发挥地区优
势、合理分工，共同推进“嘉昆太创
新核心圈”建设，凝聚起长三角一体
化高质量发展的检察合力。
6 月 17 日，嘉定、昆山、太仓三
地检察机关又一次探索检察协作新
领域，携手落实最高检“八号检察建

议”，会签《关于建立非法生产、经
营、储存危险物品类危险作业罪案
件办理协作机制的实施意见》
（以下
简称《意见》
），共同拉起地区生产安
全警戒线。
《意见》指出，
“ 嘉昆太”检察机
关在办理非法生产、经营、储存危险
物品类危险作业罪案件中，要通过
建立信息共享、协作配合等形式，加
强“嘉昆太”地区内危险作业罪案件
协作力度，维护“嘉昆太”地区城市
安全及经济建设发展。
《意见》明确，三地检察机关在
案件办理协作工作过程中，需针对
人员信息查询、关联案件的协查和

信息共享，法律文书寄送，
调查证据
协助，犯罪嫌疑人前科材料的查询、
送达、检察建议的制发与宣告送达
5 个方面，
给予配合支持。
同时，
《意见》提出了案件办理
总体要求，认定非法生产、经营、储
存危险物品行为系危险作业犯罪，
应严格按照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之
一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从危险物
品的认定、是否具有发生重大伤亡
后果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现实危
险”
等方面进行审查，
重点打击现实
存在的特别危险、极易导致严重后
果发生的行为。对于一般的违反安
全生产管理规定行为，依法予以行

政处罚。
据悉，为进一步促进检察协作，
三地检察机关还就信息共享机制、
日常联系机制、联合监督机制、办案
协助机制、人才培养交流机制、区域
协同宣传机制等方面开展有益探
索，切实通过建立制度机制来推动
检察协作落实落细。
《意见》会签当日，
三地检察机关
还进一步交流危险作业案件的办理
情况，
特别分享了嘉定区检察院办理
上海市首例危险作业案的经验做法，
相互借鉴促进办案，
为共同推进“嘉
昆太”
生产安全治理贡献检察智慧。
下阶段，嘉定区检察院将以《意
见》为指引，进一步深化检察协作，
全面加强危险物品安全综合治理，
保障有效遏制生产、经营、储存危险
物品重特大事故发生，促进生产安
全溯源治理，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

金山区开展“无疫小区（村组）”提档升级行动

□通讯员 冯秋萍 记者 曹佳慧
“你叫什么名字，身份证号码报
一下。”一大早，金山区张堰镇百家
村的人口登记信息员单玉琴就开始
对村里的入住人员进行新一轮排查
核对。百家村是该区首批“无疫小
区（村组）”之一，地处张堰镇东北

部，村域面积 5.15 平方公里，因紧
邻 张 堰 镇 区 ，常 住 外 来 人 员 就 有
1200 余名。为了加强疫情防控力
度，村里建立了一套“以房管人”村
民电子档案。每家每户门前还张贴
了场所码，确保所有人员“来时登
记，走时注销”。
“ 因为台账都做好
了，我们去核对的时候，
发现人员不

对了，就及时注销掉，
然后及时登记
新进来的人员。
”单玉琴解释道。
要取得战“疫”的最终胜利，守
护好小区（村组）
“第一道防线”
尤为
重要。目前，金山全区 393 个居民
小区、2293 个村民小组已成功创建
“无疫小区（村组）”，实现全覆盖。
在此基础上，金山区落实持续巩固
疫情防控成果、有序恢复正常生产
生活秩序的总体要求，
以
“既要放得
开、也要管得住”为原则，
定标准、分
场景、有重点、设底线，6 月集中开
展提档升级行动，
努力创建一批“无
疫示范小区（村组）”
。
村居是疫情防控的重要防线，
也是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的重要阵
地。金山卫镇卫城村是典型的城中
村，
人口共有2400多人，
沿街商铺150
余家，外来人员多且流动频繁，
再加
上一户多人、厨卫合用等居住现状，
疫情防控工作的难度也随之加大。
为此，卫城村实行了社区网格
化管理，
在原来五个网格的基础上，
以辖区沿街商铺为单位，新增了一

个网格，
并严格落实各网格责任，由
村党总支书记胡东梅担任总网格
长，其他两委班子成员担任子网格
长，
每个网格再配备若干志愿力量，
开展相关排查以及服务管理等各项
工作。同时，根据防控工作的实际
需要，还将进一步织密网格，
切实做
到服务管理全覆盖。
“在扎实做好各项防控工作的
同时，我们也会用心提供有温度的
民生服务，做好信息发布、沟通解
释、关爱老人等各项工作，
让村民既
能方便生活，也能感受到温暖。”胡
东梅说。
据了解，金山区将进一步加强
“落脚点”
管理，
聚焦老旧小区、城中
村、商住混合小区、沿街店铺、企业
集体宿舍等五种特殊场景，做到
“一
场景一方案”，分类强化管控措施，
加强力量配备，
优化出入管理，
强化
环境消杀，
精准排摸信息，
动态掌握
重点人员情况，确保各项防控措施
不缺一户、不漏一人，不断巩固提升
社区疫情防控总体效能。

眼下，早生新水等早熟品种即
将迎来成熟采摘期，仓桥水晶梨基
地参训社员纷纷表示，讲座提醒更
加重视操作要求，
“按照绿色种植标
准进行防治，在度过农药安全间隔
期后才能进行采摘。
”

□点击
百位名家唱人民心声
百首歌曲奏时代强音
□通讯员 陈志强 记者 王平
由上海华源传统文化研究院
编著的《时代之强音——百位名家
百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歌歌曲
集》近日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上海华源传统文化研究院是
以“五老”
（老干部，老战士，老专
家，老教师，老模范）为主体，以宣
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
主旨的民间公益性德育组织。
2014 年开始，该院向全国词曲作家
发出创作一批赞颂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作品的邀请，得到了广大词
曲 作 家 的 热 烈 响 应 ，先 后 收 到 了
1000 多首歌曲作品。院长姚龙兴
带领编委会人员殚精竭虑，反复推
敲，从中选取了邬大为、阎肃、任志
萍、刘钦明、唐同轨、李幼容等 230
余名词作家和珊卡、印青、冯世全、
晓 其 、姜 金 富 、姜 连 文 、侯 小 声 等
150 余名曲作家（者）创作的 360 余
首歌曲。历时 7 年之久，终于完成
编辑并付梓出版。
该歌曲集分为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综合颂歌、颂党之歌、爱国
之歌、敬业之歌、诚信之歌、友善之
歌、美德之歌、弘扬雷锋精神之歌
等十一个部分。
“它用崇高的心灵，
借生动的艺术形象，插理想翅膀飞
翔，化作优美激越的歌声，让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道德高地，吐
彩发光、飘香闪亮、红旗飞扬。这
确是一部有特色、有风采、有质量
的好作品集，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珍贵财富。”著名词作家
邬大为如是评价。
姚龙兴表示，上海华源传统文
化研究院深入街镇、社区、学校、企
事业单位广泛开展宣传、弘扬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展、
讲、
演
百场系列活动，深受广大群众的欢
迎和喜爱。我们在《时代之强音》出
版的基础上，积极开展百场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之歌的传唱活动，并
希望它能广泛传播，形成群众性的
传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歌的良
好氛围，
让颂德歌声充满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