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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蔬上市，嘉定农民实现“双丰收”
推进实施

乡村振兴

本报讯 葡萄、哈密瓜、樱桃、西
瓜、水果玉米……进入初夏，随着各色
地产水果蔬菜上市，到乡村采摘、溜
娃、野餐，成了许多城里人的选择。近
年来，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嘉定的农
业 正 从“生 产 农 业 ”转 型 为“休 闲 农
业”。农业发展方向的转变，让不少嘉
定农民不仅实现了农产品的丰收，也
实现了经济增收。
6 月 7 日，刚出院的嘉定工业区灯
塔村农民毛根龙急匆匆回到家，田里
的玉菇甜瓜再不摘就要烂在地里了。
常年蹲在地里干活，他患上了“职业
病”
：
“腿上生了个骨刺，
发作起来走路
都不利索，腰椎也不好，
有时候疼得直
不起身。
”毛根龙一边抱怨着自己不中
用的腰腿，一边却又抱起两个甜瓜，
一
瘸一拐地放入篮筐。毛根龙种瓜是为
了不让地空着，他在灯塔村承包了 20
亩土地种草莓，在村里人眼中，他是
“毛老板”。
“不遇到天灾，我和老婆加
起来一年能挣 30 万元。”毛根龙说。可
这笔钱挣得不容易，从草莓育苗到最
终的销售，毛根龙“一手抓”，草莓成熟
后还要继续套种甜玉米、甜瓜、哈密
瓜、西瓜等水果。
对毛根龙和很多果农来说，只有
不断更新思路，充分利用土地，才能保
证收入。为什么不请个帮工？毛根龙告
诉记者：
“现在找个熟练工难得很，而
且 开 销 也 很 大 ，能 自 己 做 就 自 己 做
啰。
”
虽然干农活十分辛苦，但毛根龙

始终觉得，自己作为一名嘉定农民十
分幸运。每个月，他都能拿到政府补贴
的肥料、农药等生产资料，
每年每亩能
少花 500 元。除此之外，他还能参加由
区农委组织的“农民田间学校”，学习
最新的农业知识。需要套种的果蔬，
也
不用操心育苗育种的问题，区农委会
在统一育苗后，
向农户统一发放。
毛老板种草莓太辛苦，
落下“职业
病”，而李老板则更励志。自从种了西
瓜，原本体重超过 100 公斤的李林平，
瘦 身 成 功 ，体 重 变 为 75 公 斤（见 右
图）。
“我的瓜是全嘉定最甜的。”在大
棚里，李林平介绍着自己的瓜，在嘉定
工业区三里村，他承包的 21 亩西瓜
地，
可以说是他的命。
六月的天气不算
太热，但大棚内却闷热不堪，
李林平不
让记者进去，他说里面有五十多摄氏
度。
而他和妻子就冒着高温，
把一筐筐
西瓜挑出来：
“一天下来，要挑 4000 公
斤，
挑少了我就犯愁，
心想是不是瓜卖
得不好？”李林平说。
李林平虽然是安徽人，但在嘉定
种瓜很有归属感，不仅种瓜有相应补
贴，
周围的市民都具有一定消费力，
他
的“林平瓜”在附近小有名气，有许多
回头客和长期合作的企业。20 亩西瓜
地能为李林平一家每年带来 20 多万
元的收入。
目前，李林平的儿子正在东
北上大学，
女儿则在老家念高中，
一起
在瓜田里忙活的还有他的老母亲。
目前，嘉定已认定新型职业农民
371 名，越来越多的农民凭借过硬的
技术和勤劳的双手，
搭上致富直通车。
记者 秦逸超 文/摄

“食品安全宣传月”
启动
本报讯 6 月 8 日，2018 年嘉定区
食品安全宣传月活动启动，区领导宗
斌、陆祖芳、陈宾出席活动。
活动为 12 家嘉定区食品药品科
普站授牌。
“我与食品安全”优秀作品
获得者、2017 年度上海市“建设市民
满意的食品安全城市”先进集体和先
进个人受到表彰。
今 年 宣 传 月 的 主 题 为“ 尚 德 守
法，共治共享食品安全”，共分惠民、
自治、共治等 5 个板块，6 月-7 月期
间，将开展食品安全小戏巡演、科普

知识讲座、食品安全黑板报评比、厨艺
大赛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近两年，嘉定将食品安全源头治
理和全程监管相结合，加大食品安全
风险监测，全面提升食品安全监管水
平。截至目前，共对 399 户企业实行食
品安全监控，153 户超市被评为守信
超市，57 家餐厅被评为放心餐厅，落
实明厨亮灶 2236 户。同时，嘉定加强
无证照食品经营整治力度，目前已完
成 85%，力争 6 月底前实现全部消除。
记者 冉涛

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会议召开
本报讯 6 月 1 日，嘉定区召开
2018 年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
工作专题会议，对本年度全区东西部
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重点工作进行解
读和部署。
会议指出，各单位要深入领会精
神，增强扶贫担当意识；
要提高脱贫质
量，聚焦深贫地区，扎扎实实把脱贫攻
坚战推向前进；要强化部门协同，
凝聚
脱贫攻坚合力；要动员社会力量，
打造
大扶贫新格局；要继续坚持专项扶贫、
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等多方力量、多种

举措有机结合和互为支撑的“三位一
体”
大扶贫格局，形成新时期扶贫新格
局。
会议强调，
全区各相关单位、社会
各界，要以更大的担当、更高的要求，
切实担负起历史和时代赋予的重任，
将对口支援云南楚雄州 7 县、迪庆州
德钦县和青海省久治县作为义不容辞
的责任，确保 2019 年全面实现对口地
区脱贫摘帽攻坚任务，为顺利完成上
海当标杆、做示范、走前列的共同目标
作出贡献。
通讯员 付平

上海国际露营地在疁落成
本报讯 6 月 8 日，以“公路旅行
——中国汽车生活与文化”为主题的
上海国际露营地在嘉定区安亭镇正式
落成。
“汽车文化源于汽车生活，
这里将
打造一个周末都市生活的目的地。
”营
地相关负责人介绍，
“这里将为市民提
供有别于其他营地的体验。比如房车
租赁体验，给没有接触过房车的家庭
提供体验服务。在营地内，
连音乐也是

精心设计过的。
”
据介绍，上海国际露营地座落于
汽车博览公园内，与上海汽车博物馆、
上海汽车会展中心毗邻而居。营地占
地面积近 2 万平方米，围绕游客服务
中心、公路梦想文化中心，
共设置房车
露营位 50 个，提供汽车与房车停泊、
水电燃气接入、洗衣淋浴、环境灯光音
响、宠物娱乐园地等高标准配套。
记者 李华成

与其坐等居民上访，
不如提前一步走访

“民情日记”
解了买菜难题
本报讯 与其坐等居民上访，不
如提前一步走访，把矛盾化解在萌芽
中。近日，记者从区信访部门得知，嘉
定 工 业 区 信 访 部 门 运 用“ 民 情 工 作
法”，提前了解居民诉求，成功解决了
小区居民买菜难的问题。
在嘉定工业区，信访干部都有这
样的认识：小事能化小、化无，反之亦
可化大；
作为一名基层信访干部，
就是
要杜绝小事变大事。于是，
“民情工作
法”
应运而生，
即每个村居信访干部都
成为民情联络员，手持一本“民情日
记”，到村居一线采集信息、倾听群众
呼声，及时发现矛盾、化解矛盾。
“一个小区 800 多户居民，大多数

都反映买菜难，那么这个问题就有积
累发酵的趋势，要及时跟进、解决，不
能任其发展。
”练祁佳城梧桐坊小区筹
备组的信访干部，走访时发现问题后，
立即深入了解。
原来，
该小区是启用不
久的动迁安置房小区，配套设施尚不
完善，离小区最近的菜场也要两三里
路，居民抱怨颇多。了解情况后，信访
干部一边耐心做好社区居民以及个别
信访居民的沟通解释工作，一边梳理
问题，上报有关部门协调解决。
在信访干部的提议下，社区筹备
组决定召开一次民情恳谈会，广泛听
取各方的意见建议。民情恳谈会除了
邀请居民代表，还邀请到了嘉定工业

区农办、投资服务中心等相关职能部
门，
以及小区的开发商和物业公司。会
上，
各方代表针对问题纷纷献计献策，
最终一致决定在小区里创办一个“生
鲜店”
，由上海嘉定维高蔬果专业合作
社直接为社区配送。
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备，约 100 平
方米的梧桐坊社区“嘉定农产品”直销
点开业了。每天上午 6 点到 11 点，下午
3 点到 5 点，为梧桐坊、盛蔷坊等小区
1800 多户居民提供服务。从发现到解
决问题只用了三个月，嘉定工业区将
社会治理的“民情工作法”与信访工作
相结合的尝试，取得“1+1〉2”的效果。
记者 顾娴慧 通讯员 李影杰

南翔镇公开招聘工作人员
本报讯 近日，南翔镇面向社会
公开招聘基层工作人员 25 名（全日制
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和城管非编队

员 5 名（全 日 制 大 专 及 以 上 文 化 程
度），报名时间至 6 月 29 日（周五）止。
详细要求及报名方式请关注“南翔智

慧党建”微信公众号，点击“查看历史
消息”了解。咨询电话：69122591，联系
人：
张老师。
通讯员 晓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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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曦强调，要以更积极、更开放、
更有效举措，全力构筑新时代嘉定人
才新优势。在引进培育上，突出匹配
度、贡献度，
加快推动人才工作成效转
化为区域发展实效：一方面做到人才
体系与区域发展需要相适应，发挥引
领性人才带动能力，强化支撑性人才
承载能力，
提升青年人才接续能力；
另
一方面做到引才标准与领域发展目标
相匹配，聚焦建设世界级汽车产业中
心和聚焦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建设，
深化人才开放与国际合作，不断增强
嘉定汽车人才的国际竞争力，大力推
进自主创新产业化，
努力为全市、为长
三角、乃至为全国提供一流的科技服
务。在服务保障上，突出精准度、感受
度，全力营造有利于人才成长发展的
良好生态：
关键是优化“宜业”
环境，
着
力在创新创业成本上做“减法”，在创
新创业资源上做“加法”；基础是创造
“宜居”
生活，
下大决心、花大力气解决
医疗、就学、住房等人才普遍关注关心
的问题。在体制机制上，突出引领度、

集成度，
积极构建协同联动、各方参与
的人才工作格局：要坚持党管人才的
政治导向，
更好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在人才政策的集成整合上下功夫，在
人才政策和产业政策协同联动上下功
夫；同时，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
用，在人才的评价、流动、激励上给予
用人单位更多话语权，实现人才配置
的最优化、人才价值的最大化。
陈皓在讲话中指出，
近年来，
嘉定
坚持把人才工作摆在重要位置，作为
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任务
来抓，功能定位上“搭准了脉”
，政策扶
持上“卯足了劲”
，服务保障上“发好了
力”
，取得了显著成效。他希望，嘉定在
新起点新征程上再聚力再出发，不断
提升区域人才资源竞争力、人才效能
竞争力、人才环境竞争力，以人才优势
构筑创新优势、科技优势、产业优势；
广大人才在新环境新机遇面前共拼搏
共奋斗，
服务大局贡献智力，创业创新
争当标兵，
带好团队积极引才，实现个
人价值与区域发展的同频共振。
会上，新入选的 8 名“千人计划”

专家获赠嘉定区精英人才服务金卡；
10 名嘉定区首席人才服务专员受聘，
将为企业和人才全方位做好引进培育
服务、创新创业服务、生活保障服务、
政策信息服务和个性化服务。上海微
技术工研院、同济大学、区科委、嘉定
工业区作交流发言。
近年来，
嘉定坚持党管人才原则，
立足区域实际，探索更加积极、更加开
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营造有利于
各类人才在嘉定区宜居宜业的生态环
境，以创新人才驱动科创中心重要承
载区建设。截至目前，全区人才总量
35.84万人，
其中，
研究生以上学历约2.01
万人，本科学历 11.37 万人；各类高层
次人才总数约 9.21 万人，中高级科研
人才 2.42 万人，外籍及海归人才 1.64
万人；人才资本贡献率达 52.1%，高出
全国平均水平 17.2 个百分点。人才集
聚高端引领，拥有两院院士 54 人，国
家、上海“千人计划”人才 153 人，国家
“万人计划”人才 31 名，享受国务院特
殊津贴专家 207 人，上海市领军人才
102 人。
记者 孙凌 王安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