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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见习记者 陆婷婷）6
月20日，“沪遵协作 山海情深”消费
扶贫“七进”启动仪式在宝龙城市广
场举行。奉贤的援黔干部，把遵义凤
岗、务川、余庆三县的“菜园子”搬进
上海市民的“菜篮子”里，开展了为
期4个月的消费扶贫“进商圈、进机
关、进市场、进社区、进企业、进学
校、进军营”活动。

自2013年，奉贤区对口帮扶贵
州遵义的凤岗、务川、余庆三县以
来，一直坚持帮扶发展地区特色农
产品。现场，来自遵义三县的大
大小小几十件特色产品，摆放整
齐。其中，既有来自凤岗本地的
贵州小黄牛、锌硒茶，还有务川
县著名的林下鸡和中药材，以及
余庆的黑毛猪、苦丁茶等特色农
产品。而这些得到市场认可、品
质优秀的特色产品，也同样受到
了市民们的喜爱和欢迎。

正在购买凤岗玫瑰花茶的市
民告诉记者，之前他偶然喝过这
个玫瑰花茶，感觉非常好，现在

他正好看到，也感觉价格合适，
就买了几盒。“价格是比较便宜
的，在外面买价格还要再贵一
点，而且这里买感觉更加正宗一
点。”

另一边，许多市民在几个冷柜
前停驻选购各类猪肉、牛肉，而卖
的最好的莫过于务川的林下鸡。

“这里一只鸡差不多有 4、5 斤，120
块左右，我感觉还是可以接受的。”

据悉，本次活动将延续至10月
17日国家扶贫日结束。期间，遵义
三县的特色产品将在宝龙城市广
场、南桥百联购物中心、机关大院、
农贸市场等地进行展示和销售。
同时，活动产品还将入柜上海遵义
馆线下实体店，上线上海遵义馆
mini店。

区委常委、副区长顾耀明参加
活动。

奉贤消费扶贫“七进”活动启动

“贵州特产”等你来淘
对口帮扶报道

本报讯 （记者 潘玉明 通讯
员 孙春燕） 6月19日下午,第二十
届中国金马奖在线盛大举行，超过
100 万的业界精英在线参与“云颁
奖”典礼。上海大船酒店被授于

“中国最佳文旅主题酒店”称号，上
海大船酒店行政总厨王小军被评
为“中国金牌大厨”。

据悉，“中国金马奖”由原国家
旅游局局长刘毅先生倡导发起创
办，《中国饭店》杂志社组织评审，
它象征行业先导，是全球餐饮、住
宿及旅游业至高荣誉之一。经过
二十年的塑造和传播，已经在亚太
地区乃至全球享有广泛知名度和
影响力，被媒体喻为大文旅产业的

“奥斯卡”。
上海大船酒店是由中国著名

设计师、HHD假日东方设计机构创
始人洪忠轩倾力打造设计的。自
从2016年9月开张以来，依托“乘风
破浪巨型邮轮”独特的酒店外形，
浪漫时尚的“甲板、沙滩”，内部一
流设计装潢和齐全高档设施，超 5
星的酒店温馨服务和管理理念，成
了南上海一枝独秀、市民追捧的新

型文旅主题酒店。也是接待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等中外宾客的上
海涉外服务酒店之一。许多上海
市民双休日把“大船”当成全
家、朋友、恋人聚会首选之地。
一位在市区退休多年的高级工程
师高兴地说，自己与爱人已经爱
上“大船”，一个月不来一次住
住，好像生活中少了什么，这里
住下的房间就好像进入大海的邮
轮，特别是到了晚上可以打开窗
口，呼吸来自周边生态公园、超
大中央森林绿地和上海之鱼氧吧
空气。一些内地外省游客表示，
这里有吃不完的海鲜，能喝到平
时喝不到的国外黑啤、生啤。

上海市摄影家协会与大船酒
店在开业不久就签约，“大船”成了
摄影家们摄影基地和展览场所，目
前已成功举办上海摄影家《罗布泊
大穿越》《可可西里守护行动》大型
摄影展览和“新中国老一辈摄影家
研讨会”。“大船”还成了“世界最多
元音偒傣话”“典龙创新让人类最
早货币起源”“女匽造字中国甲骨
文发端地”宣传传播的文化之地。

奉贤有了“中国最佳文旅主题酒店”

大船酒店成为行业标杆

本报讯（见习记者 金丽娜）6
月19日，奉贤区中青年知识分子联
谊会举行第四次会员大会，选举产
生区知联会第四届理事会、第一届
监事会。会议指出，区知联会会员
要立足岗位，积极建言献策，为奋力
创造“新时代、新片区，奉贤美、奉贤
强”新高峰新奇迹贡献力量。区委
常委、统战部部长包蓓英出席。

奉贤区知联会
举行会员大会

本报讯（记者 俞 琳）6月18
日下午，奉贤区“科研、德研、教研”
协同创新工作室成立暨区首批劳
动教育基地学校启动仪式在育贤
小学举行。

据了解，“科研、德研、教研”协
同创新是奉贤区教育学院内部各
中心对基层学校指导与管理服务
的协同，也是区域教育行政、专业

部门、基层学校、教师个体、学生成
长等教育要素之间的协同，是围绕
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创设更好机
制和平台的实践创新举措。首批
劳动教育基地学校，今后将围绕日
常生活劳动、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
动，因地因校制宜、分层指导开展
活动，体现不同学段与学校的重点
和特色。

□记者 傅潇瑶

近日，奉贤博物馆“追梦前行
——共和国现代化之路”展览，勾起
了很多市民的珍贵回忆。为了丰富
展览内容，奉贤博物馆开展老物件
征集活动。家住南桥镇的戴洁颖阿
姨一家看到这个消息，立刻就想到
了家里老宅留存下的老屏风，他们
联系到博物馆表达了无偿捐献的
意愿。

这座宽4.2米，高2.9米的雕花
画框古屏风，是戴阿姨爱好字画的外
公戴松如购置的，距今已有130多年。
画框中的书画别具一格，人物雕刻也
惟妙惟肖。一同捐赠的还有一张硬木
接梗床和一张梳妆木台，都是当初老
屋留下的古物。“这些老祖宗留下来
的东西，我们献给区博物馆就能永

远保留下来了，这是它们最好的归
宿，以后我们也可以看到。”

今年 75 岁的戴阿姨还清楚地
记得，家里的老宅是一幢建于20世
纪的 3 层法式小洋楼，曾与附近的

“沈家花园”齐名。戴阿姨在这里
出生成长、结婚生子。上世纪80年
代，因旁边的人民路扩建而被拆
除，这些老物件就是那时留下的。
这些含有明显时代烙印的物件，不
仅见证了戴阿姨一家的离合悲欢，
也见证了上海南部地区人民生活
的时代变迁。奉贤区博物馆馆长
张雪松在仔细检看后发现，这个屏
风有晚清民国时期的特色，上面的
雕刻和装饰都比较精美，有一定历
史文化价值。“上面的开框还有一
些书画作为装饰，也是当时比较有
特色的形态。”

首批劳动教育基地学校启动

捐赠老屏风 将时光珍藏

让营商环境更有温度
（上接1版）食品大量积压滞

销。蔡绮虹是辖区内的一名“驻
企店小二”，接到诉求后，她为企
业报名参与“五五购物节”活动，
借助购物节线上线下促销活动组
合拳，拓宽企业销售渠道。目前，
高朋贸易公司囤积的食品已售
罄，滞销问题得以解决。

其实，自疫情发生后，奉贤区成
立“驻企店小二”工作办公室，将“驻
企店小二”服务制度化，落实“三张
清单”双周报的管理监督制度，即
属地街镇、开发区每两周上报诉求
总清单、已解决诉求清单和未解决

诉求清单，动态掌握企业急难愁，
真心实意帮助企业解决问题。

作为区内的财富百强企业，
人本集团的轴承技术拟申报国家
级项目，如能获得国家发改委的立
项，人本集团的轴承零部件将有可
能在相关战略领域替代进口，这将
是企业重大的发展机遇。镇党委
书记、奉城镇“店小二”陈纪忠走访
企业时了解到之后，主动与区发改
委沟通，并协助上报至市发改委，
经过沟通，市发改委充分认可轴承
对国家战略的重要性，并肯定了人
本在轴承领域的精耕细作，拟向国
家发改委推荐立项。

市工业综合开发区“店小二”
赵洁在走访中了解到，美寿满留
塑料（上海）有限公司因专职环保
人员离职，企业在环保问题上存
在困难，作为环保重点监管企业，
日常污染治理稍有不慎将面临出
发。赵洁立马反馈给开发区环保
工作组，大家为企业量身定制了

“环保顾问”方案，通过启用环保
第三方专职顾问引入“环保管
家”，用低于企业专职工作人员的
费用，为企业提供“一对一”服
务。“开发区仅用了一周的时间，
帮我们解决了问题。”企业负责人
对此也感激不已。

打造发展新热点新平台新载体
（上接1版）成为发展新热点、

新平台、新载体的一道风景线。
庄木弟指出，开展“双联双

进”工作，就要进一步提高认识，
始终坚持“人民至上”“以人民为
中心”，切实在工作中，解决上下
断层、思想断线、政策放空问题，
破除步调不一致、思想不统一、投
入产出不统一等瓶颈，用新的境
界、认知、举措、视野和才能，为奋
力创造“新时代、新片区，奉贤美、
奉贤强”的新高峰新奇迹提供重
要保障。

庄木弟强调，开展“双联双
进”工作，就要把促进地区经济社
会发展和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作
为评判工作好坏的标准，把“双
联”作为举措，把“双进”作为目
标，着力在问题双向收集、创新解

决问题、狠抓工作落实上下功
夫，实现“最大公约数”“最优选
择”“最少投入”“最佳效益”。同
时，要把“双联双进”作为考核评
价干部的“赛马场”，在历练中推
动干部与基层成为“命运共同
体”，让干部理想信念更进一步，
让经济社会发展更进一步。

庄木弟指出，开展“双联双
进”工作，就要对标国际最高标
准、最高要求，坚决摒弃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坚决抵制痕迹主
义，坚决避免“思路来、思路去”，
变“自我欣赏”为“百姓点赞”，以
扎实的工作作风，为创造新热
点、新平台、新载体提供坚强的
组织保证。

根据 《关于“委局联街镇、
干部联村居”推动经济社会和干
部能力“双进步”的工作方案》

介绍，委局联街镇，就是按照各
单位发展实际所需，考虑联系单
位双方资源、政策等实现更有效
对接的原则，从奉贤区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中遴选 13 个委办局与全区各街
镇、开发区、头桥集团“一对
一”联系结对；干部联村居，就
是从全区委办局区管干部中遴选
一批处级干部，与134个村、140
个居民区“一对一”联系结对。
通过委局联街镇，实现组织联
建、发展共推、人才共育、治理
共促。通过干部联村居，推动组
织建设、助力乡村振兴、加强社
会治理、破解基层难题、密切联
系群众。

区委常委韦明、周龙华、连正
华、顾耀明、孙嘉丰等区四套班子
领导出席会议。

建设好原生态乡村美景
（上接 1 版）通过“一网统管”，进

一步完善基层治理体系，提升基层治
理能力，加强基层精神文明建设。

在长兴岛郊野公园，庄木弟一行
先后走进综合服务区、文化运动区、农
事体验区、桔园风情区、森林涵养区
等，学习崇明在郊野公园建设中如何
从“以人为本”到“人与自然和谐”、从

“注重物质环境”到“兼顾人文历史”、
从“单纯强调生态”到“综合效益最优”
的思路转变。随后，庄木弟指出，在庄

行郊野公园的建设中，要坚持“田园综
合体”的理念，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
深刻意识到郊野公园建设不是一般意
义上的城市公园，要着力突出“农”和

“园”的概念，即聚焦农业、农村，坚持
原生态、原风貌、原住民，实现“回归自
然、自然而然”；要聚焦公园功能建设，
提升农、林、水、田、宅，打造乡村美丽
新画卷。

崇明区委常委、副区长吴召忠，崇
明区委常委、纪委书记陈学哲，副区长
王建东参加。

时时刻刻将人民群众冷暖装心中
（上接1版）通过政策创新让人

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推动地区
经济社会发展。希望区委办党支部
带头提高党的建设的质量和水平，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践行“奉信、奉贤、
奉献”，帮人难处、干在实处，将
新时代的新形势、新内容融入“三
会一课”之中，不断增强支部战斗
力、凝聚力、号召力。

骆大进在交流中表示，党员干
部学习“四史”是学习历史文化的自
觉，要从历史的眼光谋划工作，主动

融入发展大局，把握机遇，以无边界
的思考，不断创新工作方法。坚持
目标导向、问题导向、项目导向、以
解决社会民生发展为切入口，以更
长远的眼光谋划工作。

区委办部分党员代表作“四
史”学习交流发言，南桥镇江海
村、西渡街道五宅村支部作联组学
习发言。

6 月 19 日，郭芳等区政府党组
领导以普通党员身份，听取了“红色
足迹——奉贤党的地下组织和革命
斗争史”专题报告。

区领导连正华、顾耀明、梅广
清、顾佾、袁园也以普通党员身份参
加了支部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