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版版

20192019年年1212月月22日日 星期星期一一

要闻要闻··综合综合
责任编辑 冯生丹 电话责任编辑 冯生丹 电话：：5796222557962225

经区委批准，区委专项巡察组

将于 2019 年 12 月上旬—2020 年 1
月上旬对枫泾镇菖梧村、新枫居民

区、和平居民区，朱泾镇万联村、北

圩居民区，亭林镇东新村、新建居民

区，漕泾镇东海村、建龙居民区，山

阳镇金海岸居民区、金世纪居民区，

金山卫镇金卫村、南门居民区，张堰

镇旧港村、东风居民区，廊下镇南陆

村、南塘村，吕巷镇颜圩村、吕巷居

民区，石化街道山龙居民区、合生居

民区、辰凯居民区，金山工业区社区

红光村、恒信居民区等24个村居党

组织进行巡察，每个村居为期7个工

作日，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区委专项巡察组根据《中国共

产党章程》和其他党内法纪法规，

对上述单位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

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

设、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

利等情况进行深入监督检查。

区委专项巡察组在巡察期间，

将通过听取工作汇报、列席有关会

议、受理来信来访、个别谈话、查阅

资料和走访调研等方法广泛听取

意见，深入了解情况。

根据巡察工作职责，区委专项

巡察组主要受理反映被巡察村居

领导班子及其成员涉及巡察范围

内的信访举报。

巡察期间专项巡察组不干扰

被巡察村居的正常工作，不查办案

件。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针对上述

巡察内容反映问题、提供线索。

巡察期间，将在被巡察村居设

立意见箱，接待群众来信来访。也

可向区委巡察办反映相关问题，工

作 日 9:00 至 17:00 拨 打 电 话 ：

57922889，或函寄：金山区金山大

道 2000号 1144室金山区委巡察办

（收），邮编：200540。
特此公告

中共上海市金山区委
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9年11月29日

关于对我区各街镇（金山工业区社区）
24个村居党组织开展巡察工作的公告

本报讯 在朱泾镇温河村，有一

条埭叫北横娄埭，它现在是一条“网

红”埭，是温河村“美丽乡村—幸福家

园”的示范埭，从以前的“脏、乱、差”

到现在的白墙黛瓦、水清岸绿，一派

秀美的江南水乡风景。

如今的埭美人和，村民们不禁感

慨道：“真是没想到，我们的埭头变得

这么漂亮。”曾经贯穿整条埭的北横

娄江是污浊不堪的“臭水沟”，而现在

成为了一条景观河道，为美丽乡村增

色不少。这正是温河村推进美丽乡

村建设“六个一”专项行动、“美丽乡

村—幸福家园”创建工作的缩影。其

中，温河村老村干部们发挥了先锋作

用，他们主动担当、甘于奉献，助力美

丽乡村建设。

老村干部议事园是温河村党建

服务特色品牌。早在 2015 年，温河

村党总支为加强村民自治工作，在村

里召集了 35 名基层工作经验丰富、

参政议政能力强的退休村干部，组建

“老村干部议事园”。长年的农村工

作使老村干部们具备了人情熟、情况

熟、群众信得过的优势，能够担当“老

娘舅”，甘做“和事佬”。

建言献策的“懂行人”
“美丽乡村—幸福家园”创建工

作是金山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有力

抓手，也是城乡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

内容。为有效开展创建工作，因地制

宜制定符合村情的创建方案摆在了

温河村村干部们的心头。

为制定科学的创建方案，温河村

两委班子请来了老干部们来“把一把

脉”，老干部们根据实际，积极建言献

策，最后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形成了

《温河村“美丽乡村—幸福家园”示范

户创建方案》。同时，老干部们经常

走村入户，积极宣传，认真听取民情

民意，充分调动村民们共同参与示范

户创建的积极性，营造良好氛围。

带头创建的“榜样人”
“美丽乡村—幸福家园”示范户

创建的第一标准就是要拆除宅前屋

后的违建，这也是农村环境整治中的

最大难点。陆阿德是新民 4 组的老

党员，70多岁的他率先带头拆除了自

家屋后的鸡鸭棚。陆阿德平时靠养

些家禽来补贴家用，环境整治工作启

动后，他毫不犹豫地把家里的一百多

只家禽卖掉，随即拆除了鸡鸭棚，并

将宅前屋后的乱堆物也收拾干净。

老陆用实际行动感染身边的村民，议

事园的老干部们也没闲着，走访上门

做“老娘舅”，与村民谈感情、讲道

理。渐渐地，村民们都陆续拆除了违

建，生活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

安民尽责的“贴心人”
今年以来，温河村在全村范围内

进行村庄改造、污水纳管以及河道整

治三大实事工程，大力推进美丽乡村

建设，改善基础设施，修复生态环境。

但由于村域面积大，实事项目也基本

覆盖了全村域，对安全施工也带来了

挑战，如在河道整治的过程中，开挖的

淤泥在运输途中掉落在村道上，从而

导致个别村民出行时摔倒。事件发生

后，温河村第一时间组织人员赶往现

场，看望受伤村民。最后在村两委班

子和老村干部的协调沟通下，矛盾得

到了及时解决，工程项目顺利进行。

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老村干

部们用特有的方式在协助村干部做

好工作的同时，也为村民们实实在在

地解决一些问题，让整治工作多了一

份质朴且真挚的人情味。

朱泾温河村35名老村干部退岗不退休

乐当“老娘舅”余热暖乡邻

区生态环境局环境监测站现场

室主任邵家杰，每天扛着监测仪器，

背着采样器皿，爬烟囱、下管网，穿行

在各个企业排污口，在环境监测一线

一干就是八年。日前，他与其他四名

一线工作人员和五个集体被授予“金

牌店小二”称号。

优美的生态环境就是优质的营

商环境。当前，优化营商环境靠的是

拼服务，在邵家杰看来，当好服务企

业的“店小二”，就是要真正找到企业

的“痛点”“堵点”和“难点”，并根据企

业自身的情况，因地制宜、因时制宜

提供“一企一案”。

今年 10 月中旬，邵家杰来到位

于山阳镇的上海禾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检查，发现企业存在废气无组织排

放和危废堆放不规范的问题。发现

问题，邵家杰并不是一味地“罚”，而

是“帮着改”。通过约谈企业负责人，

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制定了精准的

整改方案，“我们要求企业设置管道

收集废气，采购活动板房存放危废，

这样不仅能达到环保要求，还可以节

约费用和时间成本。”

对于整改进度，邵家杰将电话催

办与走访相结合，对企业开展执法后

督察，要求企业严格按照时间节点，

上报整改落实情况。经过一个月的

整改，近日，邵家杰对企业进行实地

回访，两项整改内容均已落实到位，

符合环保要求。这让企业负责人赵

胜吃了颗“定心丸”，对于企业来说，

节省时间意味着对市场主动权的掌

握，“我们原本不知道怎么整改，环保

部门提供了快捷有效的解决方案，对

我们企业来说，就可以尽快恢复生

产。”

对于像这样的中小企业，邵家杰

在执法检查过程中，坚持“一查二劝

三改四罚五公示”五步法，避免简单

粗暴的执法方式，多给企业整改机

会，做到既有力度，又有温度。“针对

存在环境违法行为，但环境影响轻

微、未对环境造成危害后果且能及时

改正的企业发出《环境监察执法意见

书》，帮助企业尽量减少因环保行政

处罚带来的负面影响。”

在今年的环保督查工作中，邵家

杰始终奋战在监测一线，哪里有污染

哪里就有他的身影。在监测过程中，

他发现一家企业存在超标排放的情

况，但是企业对自身超标排放的情况

存疑。本着对企业负责，让监测结果

更准确、更有说服力，邵家杰对该企

业的生产工艺、废气收集以及废气处

理工艺进一步深入了解，决定对该企

业进行复测工作。同时，在复测工作

中引入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仪器比

对、数据比对、质量控制措施和废气

进出口数据比对，让实验数据说得

清、道得明。“通过比对实验数据，确

定该企业确实存在超标排放情况，并

且帮助企业找到超标排放的原因，得

到了企业的认可。”邵家杰说。

作为一名环境监测一线人员，八

年来，邵家杰不惧严寒酷暑，始终保

持服务企业的工作态度，帮助企业找

到问题所在，并提供解决方案，充分

体现了一名生态环境人的“店小二”

精神。 记者 冯秋萍

拼服务的“金牌店小二”
——记区生态环境局环境监测站现场室主任邵家杰

本报讯 在 开 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中，漕泾

镇营房村党支部收到

村民反映，13 组刘家

宅北侧的公共区域环

境脏乱差，严重影响

了周边村民的正常生

活。村两委班子成员

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了

解情况。

这块区域靠近镇

区，周边居住了许多

来沪人员。这个地块

年年整治，但仍会恢

复到整治前脏乱差的

状态，周而复始，成了

环境治理中久治不愈

的“老顽症”。

村民的呼声，就是

整改的方向。村两委

班子成员一方面征询

村民们的意见建议，另

一方面和村民们现场

讨论改造方案。最终

根据村民的需求并结

合之前的乱象，决定将

这块公共区域打造成

既供村民休闲的场所，又是融合“自治、

共治、德治、法治”为一体的四治园地。

在整治过程中，一些外来租户意

识到问题后也主动参与到整治行动

中，一名姓张来金人员表示，自己一

家住在这里，也想把环境整治好，这

次看村委会花大力气、下大决心来整

治，自己也应该配合，让自己住得更

舒服些。看到租户的配合，村干部又

急忙做房东的思想工作，要求房东加

强出租管理。

经过一个多月的打造，如今的

这块公共区域面貌焕然一新。改建

后场地，村委会利用墙体布置了包

括“邻里守望、尊老爱幼、垃圾分类、

抛除陋习、文明养犬”等八大板块的

主题漫画，还把《村规民约》写上了

墙，从思想意识上教育和引导周边

村民和外来户共同维护自己的家

园。通过这次整治，村民的环境意

识提高了，也进一步提升了村民的

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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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吕巷镇“午间一小时”青年趣乐汇活动圆满结束。9月中旬以来，吕巷镇举办“午间一小时”青年趣乐汇活

动，吸引了50余名青年前来学习瑜伽、镌刻、绘画和非洲鼓，既丰富了业余生活，也增进了青年之间友谊。

午间一小时

本报讯（记者 熊雪
寒 见习记者 封健炜）金

山创建全国文明城区攻坚

阶段，全区各企事业单位

志愿者们纷纷走上街头，

为创城出力。

近日上午，在金山大

道海云路路口，志愿者

们身穿马甲，分别站在

路口执勤，协助维护交

通秩序。另一些志愿者

拿起垃圾袋、钳子等工

具，沿路清理绿化带里

的垃圾、杂草。

据悉，我区在创建全

国文明城区冲刺阶段，创

城志愿服务实行领导带

班、点位长负责，包干到

位、责任落实的方式，覆

盖全区各个点位，开展环境清洁、文明

交通等志愿服务，预计冲刺攻坚阶段

出动志愿者1.9万余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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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范黎平）11 月

末，枫泾镇水稻收割工作进入收尾阶

段。新元村水稻种植大农户老沈坐

在田头窝棚里按着计算器。今年他

种植的 181 亩有机水稻收下 13 万余

斤粮，烘干后政府将以 2.85元每斤的

价格收购，相比往年 1.3 元每斤的常

规水稻，价格翻了一番。

其实，今年是有机水稻在枫泾全

面铺开种植的第三年。据枫泾镇农

技中心介绍，2017 年起，枫泾就开始

少量有机水稻的试点生产。2018年，

试点种植 880 亩。今年，枫泾镇继续

深化金山区创建国家有机产品认证

示范区，有机水稻面积扩展到 3400
余亩，占全区有机水稻总面积的 90%
左右。

枫泾镇共 22 家农业合作社参

与，其中新元村更是集成了 15 家水

稻基地，以上海新元村经济合作社的

形式整村推进。除新元村整村种植

有机水稻之外，枫泾镇有机水稻生

产，采用稻鸭共作面积 113 亩，稻虾

共作面积 854 亩，其他为常规种植，

共涉及八个水稻品种。

在传统农业倍受挑战的当下，有

机水稻是枫泾镇推进农业供给侧改

革的需要，也是加快发展绿色农业、

质量农业的需要。

“种有机稻，最费钱的是人工除

草。”老沈在纸上摊着成本，并表示：

“明年还会继续种。”虽然总体收益高

于往年，但也有一系列新规则需要适

应。

有机水稻是指在生产过程中不

使用任何含有化学物质的化肥、农

药、植物生长调节剂等生产投入品。

肥要施用经认证的有机肥，使用性诱

法等生物手段杀虫，除草则基本靠人

工。在生产周期中，由区农业农村委

种植业管理科牵头，组成第三方考核

小组，实行严格的监测。区委、区政

府也制定了从物化补贴到资金补贴

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如生产奖补，是

对通过考核的种植单位，按考核分值

划分优秀、良好和一般三个等次，并

分别实行全额补助、良好补助和一般

补助。

此外，还对认证费用、有机生产

机械设备购置进行补贴。有奖就有

惩，一旦在考核年度内监督抽查中有

不合格，或在日常检查中发现有违规

使用化学农药、肥料，则取消当年度

补贴。

有机水稻是大势所趋，随着生产

规模的递增，对于上下游产业链配齐

的呼声也就渐渐放大。据枫泾镇农

技站负责人介绍，为完善有机水稻的

产业链，在双庙村原 108 吨烘干房的

基础上，建设有机稻米烘干基地和加

工基地。目前加工基地已于去年 9
月交付使用，烘干基地设备调试完

毕。有机稻米烘干、加工提升项目包

含 400 平方冷库，八个恒温筒仓、配

电房等，目前项目可行性报告已通

过。冷链体系的建立将大大缓解稻

米的仓储和销售压力。此外，有机水

稻保险方案已出台试行。

枫泾镇全面铺开有机水稻种植

绿色农业鼓起农民“钱袋子”

本公司受有关单位委托，现

拍卖如下标的：

1 号标的：旧拖船一艘。（保证

金：人民币20000元）

2 号标的：报废办公设备一

批。（保证金：人民币1000元）

3 号标的：沪 FT5632 帕萨特

SVW7183LJI 轿车（不带牌）。（保

证金：人民币10000元）

4 号标的：沪 A6G529 雪佛兰

SGM7187MTA轿车（不带牌）。（保

证金：人民币10000元）

5 号标的：沪 FP7039 雪佛兰

SGM7203SE轿车（不带牌）。（保证

金：人民币10000元）

6 号标的：沪 FQ6590 桑塔纳

SVW7202FQI（不带牌）（保证金：

人民币10000元）。

拍卖时间：2019 年 12 月 11 日

上午10：00时整。

拍卖地点：金山区龙皓路 585
号B幢（金创苑内）。

保证金账户：上海金山拍卖

有限公司

9550880203686200241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金山支行

★展示时间及地点：自公告

次日起至 12 月 10 日（双休日除

外）

★集中看样时间：2019 年 12
月9日——10日，

上午 9:00——11:00，下午 13:
00——15:30

★注意事项：

标的竞买人须提交相关有效

资质文件（如企业营业执照、身份

证、暂住证等）方可办理登记手

续，并交付相应竞买保证金后方

可办理竞买登记手续，上述保证

金均须于 2019年 12月 10日 15：30
时前到本公司账户。

联 系 人：陆女士 王先生

联系电话：57318800
13817331256 13917430242

上海金山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2日

拍卖公告

近日，有市民向本栏目反

映，亭林镇金明村一条乡间道路

旁，堆满了大量垃圾，影响环

境。来到金明村 9 组附近的乡

间道路，只见道路一侧堆满大量

废弃秸秆，秸秆里还夹杂不少塑

料袋和泡沫等垃圾，不仅影响周

边环境，而且散发阵阵臭味。

针对现场情况，金明村村委

会工作人员回应称，这些垃圾主

要是前段时间河道整治时打捞

起来的废弃物，临时堆放在此

处，后来一些村民也将垃圾倒在

这里。目前他们已联系相关工

作人员，一两天内将把垃圾清运

干净。

截止记者发稿时，垃圾堆已

全部被清理完毕。在此，希望相

关部门能加强日常巡查管理，为

村民营造良好的生活环境。

记者 熊雪寒 见习记者 封健炜

乡间路边垃圾成堆
即知即改清理完毕

11月28日上午，“壮丽七十年 阔步新时代——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全国集邮文化活动”（上海站）金山、闵

行、奉贤三区集邮联合展览在区文化馆开幕。现场共展出68部153框邮集，涵盖传统、航天、改革开放以及邮政历

史、图画明信片等多个类别，展示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经济、社会、生态、国防、外交及改革开放等方面取得的伟大

成就。 记者 武云卿 林鹍鹍鹏/文 庄毅/图

晒价商品 参与单位

品类

食用油

品牌

金龙鱼

福临门

海狮

多力

商品名称
金龙鱼精炼一级大豆油
金龙鱼精炼一级大豆油
金龙鱼维生素A营养强化大
豆油
金龙鱼玉米油（玉米胚芽油）
福临门一级大豆油
福临门家香味非转基因一级
大豆油
福临门非转基因压榨玉米油
福临门非转基因植物甾醇玉
米油
海狮纯大豆油
海狮纯大豆油
海狮非转基因大豆油
海狮玉米油（玉米胚芽油）
多力非转基因压榨甾醇玉米
油
多力非转基因压榨甾醇玉米
油
多力浓香菜籽油
多力压榨一级浓香花生油

规格
2.5L/桶
5L/桶

5L/桶

2.5L/桶
5L/桶

5L/桶

5L/桶

4L/桶

2.5L/桶
5L/桶
5L/桶
2L/桶

2.5L/桶

5L/桶

5L/桶
5L/桶

华润万家

石化

44.9

49.9

49.9
45.8

59.9

82.9

82

84.9
149.9

农工商

石化
25.9
49

46.8

38.5
48.5

69.5

69

33.8
45.8
67

33.8

39.9

63.5

84.9
133.2

卜蜂莲花

石化

29.9

39.9
67

49.9

89.9
149.9

世纪联华

石化
29.1
41.5

49.8

50.5

69.9

28.5
40

64.5
33.8

58

83.9

85.9
139.9

朱泾
29.1

49.8

50.5

69.9

40
64.5
33.8

58

83.9

85.9
139.9

吉买盛

朱泾

43.5

43

42.5

71.9

47.5
68.5
32.9

44.9

59.9

94.9
149.9

欧尚

石化
29.9
42.9

38.9

65

82.9

82.9

85.7
149

永辉

石化

43.9

43

35.8
43.9

66.9

84.8

58.9

69.9

89.9
149.9

本报讯 近日，亭林医

院各科通力合作，成功抢救

一名危重孕产妇，这是近年

来亭林医院孕产妇抢救中

病情非常复杂、情况非常危

急的病例。

当日凌晨 3 点半，一名

年龄 35岁，怀孕 35周，全身

严重浮肿的二胎孕妇被家

属慌慌张张抬入医院。据

了解，该孕妇系外来务工人

员，仅在孕中期到亭林医院

接受过一次产检，随后就回

到老家，三个多月未曾去医

院进行过任何检查。来院

时，家属向医生反映，该患

者三天前开始感到心慌、胸

闷，近两天已不能平卧，基

本无法独自起床。

产科和心内科团队分

析后，确诊该孕妇有严重的

心脏病、肺部感染、高血压、

肾脏损害，是一名严重妊娠

并发症的危重孕产妇。医

院立即为其开通绿色通道，

启动危重孕产妇抢救流程。

亭林医院产科、产安

办、心内科、麻醉科、超声

科、儿科主任、分管院长以

及区妇保所分管领导半小

时内全部到位。同时，亭林

医院电话邀请市第一人民

医院妇产科、心内科、ICU
进行联合会诊，全力采取一

系列治疗措施控制患者病

情。一院专家在电话指导

的同时赶往亭林医院。

至早上 6 点多，患者病情略有好

转，抢救团队进行全面术前评估后，

决定进行剖宫产术终止妊娠。6 点

44 分，产妇娩出女婴，新生儿因早产

且不排除先天性心脏病可能，转至上

海儿科医院进一步观察治疗。患者

在手术室继续密切观察治疗，期间抢

救团队严密监测患者的生命体征，随

时调整治疗方案。

经过一天的紧张治疗，患者情

况基本平稳。然而，因亭林医院目

前尚未建立 ICU，为了让患者在人

力、物力和技术上有最佳保障，得到

更良好的救治，医院建议患者转入

危重孕产妇抢救中心暨第一人民医

院松江分院。当天 20 点，患者在亭

林医院心内科和产科主任的护送下

安全转院。

生
死
时
速
，亭
林
医
院
成
功
抢
救
危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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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寸之间见发展方寸之间见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