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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资金、能力历来是创业的三
大瓶颈，而提升能力的一个有效途径
就是创业知识和技能培训。2015年，
崇明启动创业型城区创建工作，通过
搭建创业实训平台，提供创业教育、创
业指导，进一步激发有志者创业动力，
让他们更加理性地认识创业、了解创
业，实现创业梦。

上海市工程技术管理学校是一所
老牌中职校，从 1980 年创办至今，为
社会培养输送了一大批知识型技能人
才。近两年来，学校积极开展创业教
育，在相应理论课程中开设必修课、选
修课、活动课等类型的创业教学课
程。学校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学校
把创业教育融入职业技术教育课程体
系，在开设创业课程的同时，学校越来
越注重整合资源，鼓励学生深入实践，
培养学生的创业素质。

此外，学校还开设了都市农林实
训中心，为学生创业工作室搭建平台、
提供资源。实训中心主任沈利介绍，

学生创业工作室由在校学生组成，由
实训中心提供资源，在创业指导教师
的引导下，学生自主开展创业活动。

“一部分学生在实训中心种植蔬菜、多
肉植物等，一部分担任销售、策划，推
广产品。”沈利表示，学生“真刀真枪”
地进行商业运营，将理论知识应用到
创业实践中，从中得到了锻炼。

虽然学生创业工作室盈利不多，
但各项创业活动开拓了学生的视野，
也激发了创业热情，近两年“孕育”出
不少创业小能手。12 级园林专业学
生汪浩在校期间一直参与工作室各项
活动。目前，他与人合资开了一家健
康医疗实体店，正在试运营中。汪浩
告诉记者，自己如今能走这么远，与当
初在实训中心的成长密不可分。

崇明历来重视创业教育进校园
工作，两年来对岛内 4130 余名职校
生及高中生进行职业生涯辅导、创
业文化教育。为鼓励大学生回崇创
业，崇明还举办了就业创业信息进
高校、“崇明区 2016 年创新创业大
赛”高校宣讲等活动，主动走出海岛
为高校学子宣讲创业相关政策，创
业指导专家现场提供咨询服务，为
大学生回崇创业助力。

有创业想法、创业项目，但在企业
运作、销售运营等方面“两眼一抹黑”；
雄心勃勃，却不知市场深浅便贸然投身
……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在前期调
查中了解到，不熟悉市场规则、缺乏创
业技巧，成为不少有志创业者创业路上
的“拦路虎”。“如果他们有提前‘练兵’
的平台，了解创业究竟是怎么回事，或
许能少走不少弯路。”区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局相关负责人表示，2015年崇明遴
选了一批在“互联网+”、农业产业、生态
旅游等领域有一定规模、社会责任感
强、具有先进管理经验、创业模式可复
制的本地企业和组织，搭建创业见习基
地，帮助有创业意向者积累创业经验，
解决创业过程中的难题。

上海沐雨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是首
批建成的创业见习基地之一，带教导
师为总经理沈竑。“在这里，学员除了
学到生物学知识、养殖技术外，还有市
场宣传推广方面的内容。”沈竑说，学
员除了每周末定期前往崇明各个农业
合作社、水果企业生产流水线实地学
习各种农业技能，还要前往电商公司
学习电子商务课程。除此之外，创业

基地还手把手教学员如何推广农产
品。

学员任龙是曾在创业见习基地
历练过的一位创业成功者，目前是
上海屋顶小镇项目的合伙人之一。
上海屋顶小镇是一个主要为市民提
供田园生活休闲、娱乐、亲子的互动
体验平台，目前任龙主要负责市场
开拓工作。

据了解，任龙到基地学习前已
经有了自己的农场，产出优质的农
产品，却苦于没有销路。“从导师那
儿，我学到了很多专业知识和经营
理念，这都是靠自己摸索无法掌握
的，同时还拓宽了销售渠道，可以说
是获益匪浅。”正是有了这个平台和
前辈的指点，任龙在创业路上少走
了很多弯路。

据统计，2 年多来，崇明共对 1
万余人次进行各类创业培训，提供
创业专家指导服务1377人次，帮助
成功创业 475 人，累计带动就业
2187人。

为创业者铺平创业路
□ 记者 石思嫣

把创业教育送进校园

让创业者提前“练兵”

本报讯 7月12日上午，2017年度
符合政府安排工作条件的退役士官安
置工作会议召开。副区长黄晓霞出席
会议。

记者从会上获悉，按照民政部、中
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关于做好2017年
由政府安排工作退役士兵移交安置工
作的通知》（民函[2017]78号）和《上海
市人民政府、上海警备区关于做好本
市 2016 年退役士兵接收安置工作的
通知》（沪府发[2017]7 号）要求，今年
本区符合安置条件的人员共36名，其
中转业士官27名，城镇复员士官9名。

会议强调，退役士官曾为国家巩固
国防、发展经济和维护社会稳定作出贡
献，接收安置对象的各乡镇、各部门要
积极履行安置责任和义务，确保7月底
前全面完成退役士官的安置工作。

本报讯 7月13日下午，区卫生计
生委、市口腔防治院、上海市通旖医疗
管理有限公司在区会议中心举行建设
崇明区牙病防治所（市口腔崇明分院）
签约仪式。副区长王菁出席活动。

根据协议，区卫生计生委、市口腔
防治院、上海市通旖医疗管理有限公司
三方将共同组建崇明区牙病防治所，为
崇明居民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同时
满足崇明居民多层次的口腔医疗、预
防、保健服务需求，落实口腔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各项要求。

崇明地处远郊，医疗资源相对薄
弱，长期以来缺乏区级牙病防治所，群
众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无法得到有效
解决。本次签约办院开创了新的合作
模式，市优质专科医疗资源向郊区辐
射，弥补崇明口腔公共卫生短板。崇
明将借助市口腔病防治院的优质师
资，培养本区基层医疗机构牙防医疗
力量，进一步提升本区口腔公共卫生
服务能力和水平。

三方合作共建
崇明区牙病防治所

本区口腔诊疗能力
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 记者 沈俊

本报讯 暑假期间，绿华镇百灵鸟
驿站开展“能工小匠”工作坊暑期假日
活动，让孩子们度过一个欢乐充实的
假期。7月13日上午，该镇10余名中
小学生打扮成“小学徒”参加了活动。

记者看到，在工作坊里，每位“小
学徒”都有自己的操作台，操作台上准
备了钳台、砂纸、锉刀等工具。在志愿
者的指导下，孩子们首先熟悉了不同
类型砂纸，了解了钳台操作、打磨方法
等知识，然后各自戴好防护手套、防尘
口罩，纷纷开始动手打磨木胚。“小学
徒”们一开始还有些无从下手，在志愿
者的示范引导下，他们的动作逐渐娴
熟起来。看着自己手上的木胚慢慢成
形，孩子们都很开心。

带教志愿者陈季平告诉记者：“如
今小朋友的动手操作能力比较欠缺，
平时也很难有锻炼的机会。我们想通
过这类活动培养他们的动手能力，训
练他们的专注力和耐心。”

据了解，“能工小匠”工作坊每周
一和周四开展活动，课程从简单易操
作的打磨木胚逐步提升到制作个性化

梳子、木工书签、水果篮等物品，在
锻炼孩子动手能力的同时，让孩子
们过一个有意义的暑期。

本区召开2017年度
退役士官安置工作会议

履行安置责任义务
确保完成安置工作
□ 记者 陈柳华

手工活动让假期更快乐

本报讯 什么地方能一年四季果
香不停？日前，记者走进位于向化镇

的上海佳银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基
地，一探究竟。

大棚内，金瓜、甜瓜等瓜果不是
“匍匐”在地上，而是生长在空中，瓜

果大小均匀，长势良好。“这是立
体栽培的种植模式，瓜果授粉全
部采用人工作业，结出的瓜果大
小均匀，甜度适宜，清脆爽口，深
受市民喜爱。”合作社工作人员介
绍道。

近年来，佳银合作社瞄准市场
需求，种植市场需求量较大的水果
蔬菜。每年从 2 月开始，丰收的红
火场面一直持续到年底，从大棚黄
瓜等蔬菜，到甜瓜、草莓、哈密瓜等
水果，一年四季瓜果飘香。

据介绍，合作社采用有机栽培
模式，使用生物农药、“诱虫”技术，
保障农产品食用安全。通过引进国
内外优良品种和先进的生产技术，
严格控制产量，确保果形、果重标准
化，从而形成了与众不同的品质，西
瓜、甜瓜在市级评比活动中多次荣
获金奖、银奖。

记者了解到，合作社将建立特
色瓜果基地，把基地打造成集生产、
休闲、观光于一体的农业景区，让游
客体验与众不同的农旅之行。

这个蔬果基地四季飘香

□ 记者 张永昌 摄影 陈怡婷

▲ 合作社工作人员在采摘金瓜

□ 记者 许聪 摄影 叶伟健

▲“小学徒”在打磨木胚

本报讯 日前，由崇明中学百里
行考察团发起的“梦起百里 绿染瀛
洲”第二十五届崇明百里行活动正
式启动。

学生们来到竖新镇仙桥村，考
察崇明民宿的发展情况。作为崇
明最早尝试民宿发展的村庄，仙
桥村如何吸引同济大学设计丰收
学院入驻？民宿对外开放后，市
场反馈如何？在实地参观和热烈
的讨论中，学生们对崇明民宿的
发展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据悉，崇明中学百里行活动至
今已经连续开展了 25 届，历届百
里行考察团员走进机关、工厂、乡
村，足迹遍布崇明各乡镇，撰写论
文 300 多篇，考察日记 800 多篇。
学生们在活动筹备、项目申请、经
验交流中增加了阅历，锤炼了意
志。

本报讯 日前，堡镇党委领导与
堡镇商会慰问组一行，前往堡镇刑
警队、交警队和派出所慰问公安干
警，并举行了警企共建签约仪式。

当天，慰问组一行前往堡镇区
域内一线执勤点，慰问正在高温下
执勤的民警和协管人员，向他们送
上防暑用品；慰问组人员还来到堡
镇刑警队、交警队和派出所，慰问坚
守岗位的公安干警。

随后，双方举行了警企共建签
约仪式。堡镇商会表示，将发挥商
会主阵地作用，与公安干警联手合
作，引导民营企业发挥主体作用，承
担主体责任，为打造平安、文明、美
丽堡镇作出积极贡献。

据悉，此次签约共建活动将以
警企共建为抓手，建立警企联系机
制，促进警企融合，进一步创新社会
治理，提升堡镇综合治理水平，营造
良好的企业经营环境及和谐稳定的
治安形势。

崇中学子百里行
考察实践增阅历

慰问民警情意长
警企共筑防护墙

□ 记者 朱卓君

□ 记者 朱敏欢

本报讯 7月14日下午，本区召开
儿童关爱保护工作和社会救助工作联
席会议。会议解读了《上海市人民政府
关于加强本市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实
施意见》，通报了崇明困境儿童摸底排
查工作和今年上半年社会救助工作。

会议指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
护工作是社会救助工作开展的前提之
一，社会救助工作是农村留守儿童关
爱保护工作的基层保障，两者相辅相
成，是民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会议强调，各乡镇各部门要充分
认识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
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要将农村留守儿
童关爱保护工作作为重要的民生工程
抓好落实，履行好政府属地管理职
责。要加强社会救助政策公平性和约
束性的宣传，发动各类组织一同参与，
及时发现、主动救助急难对象，多渠
道、多形式支持社会救助工作。

关爱保护留守儿童
做好社会救助工作

本区儿童关爱保护工作和
社会救助工作联席会议召开

□ 记者 陈柳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