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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不放松 春耕备耕不误时
“今年情况比较特殊，因为疫

情关系，镇上就不组织春耕备耕

工作会议了，但农时不能误，我们

在这开个小型的短会……”3 月 2
日-3 月 9 日，农技站至各村走访，

了解农业村春耕备耕工作开展情

况及落实过程中存在的难点。

据了解，今年我镇的水稻种

植面积在 9700 亩左右，优质品种

如青香软粳和金农香粳占比将较

去年的 60%继续增加。考虑到疫

情影响，物流行业的物资供应将

有所迟缓。而对于庄稼作物关系

最密切的便是肥料、农药等农资

物品，若碰到水稻已经播种完毕

而肥料供应不及时，其结果就会

直接导致秋天的收成出现下降等

问题。

为此,镇农技站积极应对，要

求各村居及大农户早做农资储备

工作，将原本储备周期延长，储备

数量增大，提前做好预留。同时，

镇农技站也及时与区供销社沟

通，协调供销农资单位加快加强

农资的保供储备，以便在农户需

要购买相应物品时可以及时供

货。双管齐下的方式一同储备农

资，合力打好这场在疫情影响下

的春耕备耕准备战。

今年受暖流影响，截止 3 月 25
日，全镇 800 亩西甜瓜已经初步完

成了移栽工作，陆陆续续开始进

入了西甜瓜人工授粉，时间上比

往年足足提前了一周左右，为此

今年增加了蜜蜂授粉的占比，约

在四月初开始。然而，暖冬天气

有利也有弊，今年的暖冬天气在

为西甜瓜种植助力的同时也加剧

了病虫害的生长态势，温暖的气

候也同样适合如蚜虫、白粉虱等

害虫的生长。

今年，镇农技站早早启用了

虫情测报灯，及时发现病虫害隐

患，在源头将病害抑制。预计在 4
月中旬开始，广大市民朋友便可

陆续品尝到独具“风味”的漕泾西

甜瓜了。

除了种植业，今年，我镇养殖

业的春季恢复生产工作也在如火

如荼地开展当中。今年，全镇养

殖业水面积在 2600 亩左右，主要

养殖南美白对虾和罗氏沼虾。三

月上旬，养殖农户已经全部做好

清塘工作，虾苗已经投放完毕。

而在乡村振兴示范村水库村的生

态乌鳢提质续养项目，也已经正

式投入使用，养殖面积在 300 亩左

右。

目前，我镇积极做好农机具、

农田水利设施设备的维护维修工

作，地下渠道排灌设施完成维修

保养，6 台水稻插秧机、16 台水稻

机穴直播机、38 台拖拉机及其他

各类植保机械都在紧锣密鼓地抓

紧维护中，本周将迎来检验。

同时做到广泛宣传农机安全

作业知识，时刻提醒农机操作人

员，在做好疫情防护工作的同时，

必须规范操作、安全作业，确保整

个春耕备耕战役，在 4 月下旬取得

圆满胜利。

记者 陈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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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丹
萍 沈宏阳）“真的是太

感谢你们了,为我们送来

了‘及时雨’！”上海阳申

石化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的负责人激动地说道。

在复工复产中，阳申公司

遇到了口罩短缺问题。

镇总工会收到公司的求

助后，想尽办法解决了

他们的“燃眉之急”。

近期，随着复工复

产企业逐渐增多，镇总

工会充分发挥“娘家人”

作用，及时走访辖区内

的企业工会，积极协助

各企业复工复产。

疫情防控在哪里，

工会服务就跟到哪里。

在镇总工会的指导下，

上海合全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工会、上海中淳高科桩业

有限公司工会等成立工会志愿“三

员”小分队——消毒小分队每天

对车间、宿舍、食堂等公共卫生区

域消毒；管理小分队每天对员工

进行体温测量和登记，要求员工

佩戴口罩上岗，并推进职工分开

就餐；巡查小分队每天查看员工

是否佩戴口罩、检查是否张贴疫

情防控相关宣传海报等，筑起了

企业的防疫线。

此外，镇总工会积极对接企

业，切实搭建企业与职工的沟通

桥梁，在推动企业复工复产有序

进行的基础上，维护好职工的合

法权益，促进企业良性健康发展。

邦凯控股集团(上海)有限公司工

会近日通过沟通协调，邀请了专

业理发师为该企业员工提供免费

理发服务，解决企业员工的“头

等”大事，让员工感受到了企业的

人文关怀。

对于疫情期间内尚未复工，

隔离在家无法上班的员工，镇总

工会督促企业按照市总工会等

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在疫情防

控期间做好企业集体协商工作

的工作提示》向职工支付劳动报

酬，维护职工的利益，并指导复

工企业做好员工防护，凝聚起职

工群众的力量，助力打赢这场疫

情防控阻击战。

番茄遭受雀害，这家合作社一网补“两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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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杰）疫情防控

期间，我镇文体中心的孙水军老

师这几天带头草拟了一份沪剧说

唱稿，邀请了自己的昔日好友张

原辉、缪敏梅老师一同参与录

制。几位老师严格按照上海地方

曲艺的风格，进行修改和创作，以

期通过这样的方式把心声传达出

来，也算是代表着我镇的文娱工

作者对此次疫情防控做出了一份

贡献。

在录制过程中，三位老师一

致发现原本拟定的电子琴旋律无

法完美诠释上海说唱的独特风

味，随即联系了会拉二胡的高金

冠老师火速加盟。有了二胡旋律

的加入，配合着快板和说唱，整个

曲艺终于是变得原汁原味，有了

上海的经典味道。这才将这首抗

疫说唱录制下来。

在他们的作品里，讲述了党

在危难关头的积极指挥与行动，

讲述了中国人民众志成城同心同

德的意志。意志是每一个人的精

神力量，是要创造或者破坏某种

东西的自然的憧憬，是能够消灭

危难创造奇迹的战斗力。不听谣、

不信谣，自我防护做到位，疫情终

会过去，春天必然会来！

本报讯(记者 杨阳）往年

这个时候，我镇春季招聘会

已经热闹开场，今年受疫情

影响取而代之的就业微信

群、网上招聘会、1 对 1 对接

服务等，让就业者足不出户

也能实现“线上”招聘。

在企业复工复产之前，

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抓

紧排摸企业信息，深入企业

挖掘第一手岗位信息资料，

及时梳理本镇失业和择业人

员信息，建立就业推荐群，将

获得的企业招聘信息推送到

群里。同时，受理中心根据

企业用工信息与人员技能及

求职意向进行匹配，通过人

岗匹配后及时与企业沟通，

有效促进求职成功率。

金光村的小陆在群里看

到一则招聘信息后把求职简

历发到了镇受理中心就业办

公室，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联系她，

并与该企业进行对接，安排面试。

没多久就被该企业录用。海渔村

村民张先生原先当了十几年的厨

师，由于疫情，饭店关门，不得不重

新找工作。在村就业援助员与多

个企业人事沟通推荐下，张先生找

到了新的工作。

同时，通过区人社局信息平

台，漕泾镇微信公众号、受理中心

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及时有效地

发布企业用工信息，让更多的就业

者了解就业信息。

我镇文体工作者
自编自唱抗疫歌曲

为更好地在疫情期间保证顾客用餐安全，漕泾市场所根据每日排摸已开业的餐饮店情况，开展餐饮具
消毒专项治理行动，并对“共餐公筷”的文明用餐形式进行宣传。

执法人员要求店家进行餐饮具消毒的自查自纠，对每日的店内坏境卫生和餐饮用具的消毒情况都要
记录在本。同时，执法人员在店内张贴宣传海报，倡导店家提供“公用筷”服务。

下一阶段，漕泾市场所继续全面治理餐饮具消毒，将食品安全隐患扼制在摇篮里。

通讯员 黄梦雪 文/图

特约通讯员 汤妙兴

近日，上海哲优果蔬专业合

作社果农正忙着为番茄大棚覆盖

上结织的围网，抵御一群群前来

企图侵吞丰收果实的麻雀，一场

“保卫战”在瓜棚旁打得有声有

色，保住了即将上市的佳品。

上海哲优合作社因种植优质

番茄和西甜瓜而名闻沪郊，在

2018、2019 年全市地产番茄品鉴

会上，合作社种植的“浦粉珍美”

樱桃番茄和“浦粉 1 号”大番茄，分

别获得金奖和“最佳风味奖”，深

受消费者喜欢。

今年 3 月中旬，正当一排排大

棚内植株上挂满的番茄即将采摘

上市时，突然从四面八方飞来一

群群麻雀，它们从透风窗户处钻

进大棚内，见到番茄便乱吃乱啄，

受雀害严重的大棚，一眨眼之间，

几十个七八分成熟的番茄顷刻面

目全非，有的被咬掉一大块，有的

被啄了几个洞。合作社负责人谢

雪欢感叹：“幸亏被在合作社田间

作业的果农发现得早，否则损失

更加严重了”。

据谢雪欢介绍，近几天来气

温迅速向上攀升，大棚内的温度

突破 25 度的常温，中午时刻升至

30 度以上。为防止高温烧苗烂

果，合作社迅速采取对大棚全面

进行透风降温，两端进出处的栏

门全部敞开，让空气对流畅通。

还针对因大棚全长超过百米，中

间部位温度较高这一问题，将大

棚两侧的薄膜往上掀开 1.2 米左

右，形成全方位通风降温。

棚内温度很快降下来了，但

由于番茄成熟间特有的果香味从

透风口处飘洒开去，引来了嗅觉

特别灵敏的麻雀。“一群麻雀少说

有十几只，它们一进大棚内就乱吃

乱啄，这些‘小精灵’喜欢尝鲜，躲

在一株番茄上东咬一口，西啄一

下，不是完整地吃完一只番茄，因

此受害面更大。”在现场目睹雀害

的王师傅说，看到早熟的番茄被

麻雀任意糟蹋，大家都很心疼，于

是拿起工具进行人工驱赶，可麻

雀虽小胆子却不小，这个棚里赶

走了，就飞到另一个棚里，与大家

展开“迂回战”，严重时几个大棚

同时发生雀害状况。对遭受雀害

的番茄还得用人工进行一只只地

剪除，避免腐烂后影响到旁边的

番茄。

面对好端端番茄遭受麻雀为

害，也有人提议运用器械或网具

进行捕捉。“一开始就否定了这个

想法，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名录》里，麻雀

被列入国家二

类重点保护的

野生动物名单

之 内 ，决 不 能

知法违法。”谢

雪欢在听取合

作社果农献计

献 策 后 ，立 即

采购了结织的

围 网 ，用 人 工

防御雀害，“选

用围网也很有

讲究，围网网眼太大会网住麻雀，

当它的头部钻进网眼后会卡住脖

子而死亡，选择时只能挑选网眼

小一点围网，情愿多花一点成本

费。”近两天组织果农对 30 多个

大棚突击完成风口的围网覆盖。

“一张围网起到了一举三得的作

用，既确保大棚通风降温保果子，

又预防番茄遭受雀害，同时又保

护了麻雀。”谢雪欢说。

图为合作社负责人正在大棚内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