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比”和“云雀”两周内相继
来袭，让原本丰收在望的崇明水蜜
桃和翠冠梨遭遇了不小的损失，个
别合作社损失近半。蒙受损失后
也让崇明农人开始思考，如何早做
绸缪，不再“靠天吃饭”。

台风过后，在堡镇的新申乐活
果蔬专业合作社内，满地是被吹落
的水蜜桃和翠冠梨。合作社负责
人唐志宁估计，300多亩的水蜜桃
和翠冠梨损失达到 4成。“第一次
台风时，正好是桃子成熟的时候，
第二次又偏偏赶上翠冠梨成熟的
时候，熟透的果子被风一吹就掉
了。”唐志宁惋惜地说道。台风来
临前早有天气预报，为什么不提早
进行抢收呢？对此，唐志宁表示，
一个是低估了台风的破坏力，二是
由于水蜜桃和翠冠梨采摘后不易
存放，在没有提前联系好批发商的
情况下，大批量集中抢收的结果也
难逃烂掉的命运。

建设镇的一家种植黄桃的合作
社同样损失近半，而在绿华镇的上海
欢乐果蔬专业合作社却要幸运不少，
被吹落的翠冠梨数量并不多。“崇明
东部风大，西部还算好，这次损失不
大。”负责人陆巍庆幸地说道。记者
从气象部门了解到，在台风直接登陆
的崇明东部，近中心最大风力达到
10级，而在崇明西部风力小了不
少。“做了那么多年农业，主要还是靠
天吃饭，这次算运气好。”陆巍笑
了笑。

尽管结局不同，但经过两次的台
风袭击，唐志宁和陆巍都打定主意，
一定要在销售和存储环节做足准备，
建造可以存放鲜果的冷库，拓宽销售
渠道，一旦再遇台风天气可以进行
抢收。

当台风来临，多数崇明农业人心
里很慌，而位于新河镇的上海赢宇果
蔬专业合作社却稳如泰山。负责人
施利平自信地说：“就算风再大一点
也没关系的。”原来，合作社的150亩
水蜜梨上有防风网，下有用混泥土浇

筑的防风架，如此“天罗地网”，台风
来临时，果树纹丝不动。施利平告诉
记者，由于他种的水蜜梨是晚熟品
种，每年或多或少都会“吃到”几个台
风，所以在几年前种植时就充分考虑
了台风危险，耗资130万元设计建造
了专门的防风网和防风架。“果子主
要是由于树干和树枝摇晃，而被摇落
的，只要全部固定住了，果子基本上
可以安然无恙。”施利平介绍道。
对于同行们的损失，施利平也十分惋
惜：“农业是一项投入高、收效慢、风
险高的项目，这次还算好的，要是风
大把果树连根拔起，那至少三年要绝
收了。”从事农业前，施利平在商海沉
浮多年，养成了底线思维，这才在种
下梨树的同时，又不惜血本同步安装
了抗台风设施。

所有合作社都装上抗台风架可
行不可行？施利平说这样也难，抗风
设施需要在果树种植初期根据树形
进行设计，之后再进行安装，不仅更
为繁琐，成本也会高出许多。

翠冠梨和水蜜桃等因受台风影

响而减产，价格上会不会有所提
高，弥补一些损失？唐志宁表示，
相对于整个上海市场，“崇明出产”
所占比例十分有限，并不会对价格
产生什么影响。

据了解，对于损失，合作社参
加了政策性农业保险会进行一定
的赔付，但当前政策性农业保险按
照“低保障、广覆盖”原则实施，投
保标准较低，保障程度也较低，只
能弥补大规模种植户的一小部分
损失。所以，不少农业从业人员都
呼吁能够尽快出台商业性农业保
险。在农业大省山东，“建议尽快
推广商业性农业保险”早在几年前
就成为政协提案；而在安徽，2016
年就出台了《关于支持商业性农业
保险发展的指导意见》及相关实施
细则。意见明确,利用 3-5年时间
实现农业保险覆盖农业自然风险
和市场经营风险，基本满足各类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综合保险需求。
上海也从 2016年开始试行粮食作
物收入保险，并计划尝试务农人员
意外险等新的险种。

“只有做农业真正不再靠天吃
饭了，更多人才愿意参与进来。”施
利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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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台风面对台风，，如何不再如何不再““靠天吃饭靠天吃饭”？”？
□ 记者 丁沈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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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应对灾害能力，呼吁商业性农业保险尽快出台

东西方向损失不同

“天罗地网”保平安

期盼商业保险出台

风雨过后见彩虹
（上接1版）

7月22日上午7时，时光辉副市长
视频连线各区、相关单位，了解防汛防
台情况。随后，本区召开视频会议，布
置防台工作。唐海龙要求全体在崇机
关干部上午 10点以前，全部到岗值
守。崇明广大机关事业单位积极响应，
在崇人员全部到岗。此外，当天上午，
很多身在岛外的崇明区机关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不顾风大雨大，纷纷赶回崇
明，迎战“安比”。

记者还了解到，台风预警刚发布
时，各乡镇、相关单位的许多干部职工
就已投入一线战斗。争分夺秒拉网巡
查；第一时间发布台风动向和预警预
测；开展人员撤离以及危房简屋、住户
的隐患排查工作；组织实施河道预排
预降、疏通小区翻排管道、高空坠物防
范、电力检查等工作。

每个人肩上都有责任，每个人都
不敢懈怠。

长兴镇是防汛防台中转移安置群
众最多的乡镇之一。长兴镇政府工作
人员邹守华给记者讲述了他们在抗击

“安比”中的经历。“7月 21日下午 4
点，我们全面开启了群众转移安置工
作。”邹守华说，镇机关领导班子、工作
人员与当地派出所、边防等单位一起，
组成多个分队，分赴长兴岛6个港口
及多个工地，疏散、安置工人和外来渔
民。

“渔民朋友，台风要来了，为了生
命安全，请迅速撤离，跟我们到安置点
休息！”在港口，邹守华和同事们在风
雨中用喇叭喊了好几个小时。“没事
的！大风大浪我们见多了，这点风雨
不算什么！”“船就是我们的家，要是没
了船我们去哪儿？”进港避风的外来渔
民起初并不配合。“没办法，我们只好
一而再再而三地劝说。”邹守华说，工
作人员一再强调“命比船重要”，终于
在次日凌晨4点，将辖区内所有该撤
离的人员全部安全转移，共计 2685
人。“群众来到安置点后，医疗、卫生、
餐饮、住宿均有保障。7月21日、22日
两晚，我们还有专人留守岸上看护，一
方面防止撤离人员私自上船；另一方

面，进行安全值守。”邹守华说。
群众的人身安全是首位的，所有

工作都是为了“不死人、不伤人”。这
是从上至下的共识。据区防汛办有关
负责人回忆，7月22日中午11时，应
勇市长主持召开全市防汛工作视频会
议，对防台工作再部署、再检查、再落
实，要求崇明做好抗击台风登陆工
作。区委书记唐海龙要求，所有应该
撤离的人员要全部撤离。同时，广播、
电视、新媒体第一时间更新台风最新
信息，不间断播报通知，告知老百姓

“台风期间不要出门”。武警官兵整装
待命，随时准备出击。相关措施在“云
雀”影响崇明期间，同样付诸了实施。

防汛防台是一场“硬仗”，自然少
不了“硬汉”的身影。抗击“安比”期
间，崇明海塘管理所第二堤闸管理站
站长徐斌突发肾绞痛，在开着空调的
办公室里，他痛得直流冷汗，汗水浸湿
了衣服。但他仍坚持参加巡查堤岸，
从张网港到庙港，骑着电瓶车每天
来回4次，仔细巡查，不打折扣，不走
过场。7月 21日那天，徐斌在巡查
中接报，老滧河水闸附近一根电线
杆短路，导致水闸停电，他第一时间
赶 赴 现 场 守 候 ，直 到 抢 修 人 员 赶
来。“海塘安全丝毫马虎不得。”徐斌
说，防汛物资仓库在第二堤闸的巡
查范围内，因此除了海塘上的巡查
外，他们还特别关注防汛物资仓库
的情况。第三堤闸管理站站长袁卫
兵的母亲刚刚过世，正在守夜的他，
得知台风将登陆崇明的消息，急忙
赶到单位值守。预排预降、大堤巡
查、确保防汛通道畅通、安全转移外
来渔民……被称为“生命线”的海塘
大堤，在防汛防台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

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硬汉”。7
月22日下午，民兵应急分队接到港西
镇报告，北沿公路港东公路附近有倒
伏树木，以及被车辆撞过的太阳能路
灯，存在安全隐患。接报后，民兵应急
分队即赴现场，将卧于路上的倒伏树
木移至安全处。随后，应急分队与路
政部门配合，将一根摇摇欲坠的太阳

能路灯予以清除，保障道路畅通。
7月 21日晚，一艘舷号为“苏鱼

0027”渔船搁浅，陈家镇消防中队官兵
冒雨“解救”搁浅船只，成功营救12名
被困群众。

……
无论是抗击“安比”还是迎战

“云雀”，“硬汉”们用肩膀，筑起了安
全屏障。

两次台风，“安比”对崇明的影响
更大。“安比”袭来时，大风大雨给本区
电路安全运行带来了隐患。崇明电力
干部职工顶风冒雨，全力保障供电。

7月 22日凌晨 2点，随着调度电
话响起，与台风“安比”的战斗正式打
响。“其中陈东站的情况最为严峻，可
谓是经历了三进三出”，崇明电力公司
有关人员说，“凌晨2点第一次跳闸，
陈12瀛东、陈18裕丰线路跳闸重合不
成，直至早上7点30分线路才恢复送
电。运行人员刚回到中心站休息了一
会，早上9点陈东站线路再次跳闸，直
到13点30分才恢复送电。这时候雨
已经小了很多，大家想，这下总该可以
休息一会了，可没想到15点20分，再
次接到了调度电话，陈东站陈4奚东
跳闸，抢修人员急忙赶往现场。”风雨
中，大家连续开展抢修工作，防护雨具
在台风中已失去作用，每个人全身湿
透，但没有一个人临阵退缩。直至“安
比”远去，大家悬着的心才逐渐放了
下来。

记者了解到，刚接到台风“安比”
将要在上海登陆的信息，崇明电力干
部职工就取消了休假，相关人员全部
到位，各种救灾物资准备妥当，严阵以
待——清除排水沟内的淤泥，检査端
子箱、机构箱是否受潮；查看变电站内
设备，高压室、生产场区房屋、生活区
房屋、门窗、屋顶是否漏水；重点对自
切保护装置、自愈保护装置、线路保护
装置进行特巡，确保操作的准确性。

“安比”登陆崇明期间，由于风大
雨大、树木倒伏压线、树枝碰线等原
因，崇明本岛共计54条线路跳闸，经
崇明电力干部职工的不懈努力，至7
月22日晚10点半，完成全部跳闸线路

的抢修，电网恢复正常供电。配网抢
修指挥中心受理报修电话807个，累
计出动抢修人员3021人次，抢修车辆
873辆次。

“以前一下暴雨，小区就潮没。底
楼人家家中还会进水，家具什么的都
泡坏了。”家住甘霖坊的沈强说，水位
最高的时候，能没到膝盖。“前不久听
说台风要来了，我们都提心吊胆，就怕
小区再潮没，还好刚刚升级改造完的
泵站发挥了功能，以后都不用担心
了。”这个“安比”来袭时启用的泵站，
就在利民路西门路附近，具有强排功
能，有效解决了附近甘霖坊、人才公
寓、东河沿等小区“逢雨必涝”的问题，
解除了居民长久以来的“痛点”。

玉环路积水改造点，将原来的孔
涵改扩建至两孔方涵，面积基本与河
水断面持平，大大提升了排涝能力，如
遇大雨，可顺利将水排出。附近东门
新村、玉环新村等小区的居民，也因此
告别了大雨积水的烦恼，通过了“安
比”“云雀”的考验。而正在建设的曹
家河区域泵站建设工程投入使用后，
将提升城桥镇老城区的排洪能级，为
今后的防汛防台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我们正在推进的，既是民生工
程，也是防台防汛的后续工作。”城桥
镇有关负责人说，虽然两个台风早
已远去，但防汛防台的工作没有完
成时。对于抗击台风中暴露出的一
些问题和不足，崇明正在全力补短
板。“从上到下，都很重视防汛防台
的后续工作，”这位负责人回忆道，

“7月 22日下午 3点，时光辉副市长
再次召开市防汛指挥部视频会议，
总结台风‘安比’防御工作，部署后
续防汛防台任务。随后，区委书记
唐海龙、区长李政，召开全区视频会
议，要求继续落实防汛防台各项工
作措施，扎实做好汛后相关工作。

‘云雀’过后，区里也提出了相关要
求。做好这项工作，事关人民群众
福祉，责任重大。我们必须做实做
好。”这位负责人说。

台风远去后，崇明天空中出现了
难得一见的“双彩虹”，美不胜收。

以科学规划
助推乡村振兴

（上接1版）
我们重点围绕以下四个方面主动

布局：一是加强生态治理、优化政务服
务，发挥崇明独特优势，提供更多生态
功能、生态服务，加快实施生态岛项目
建设、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乡村振兴
等八个专项行动，打响“上海服务”品
牌；二是做强以都市绿色农业、国际海
洋装备绿色制造等为重点的生态产
业，加快实施名品打造、名企培育、技
术创新、品牌创响等8个专项行动，打
响“上海制造”品牌；三是打造引领生
态消费潮流的风向标，依托崇明的良
好生态环境，为广大市民提供高品质
农产品、生态旅游休闲产品等，加快实
施新消费引领、农业品牌整合、旅游消
费提升、商业街区优化等7个专项行
动，打响“上海购物”品牌；四是传承乡
愁记忆，弘扬垦拓文化，发掘生态文
化，重塑乡村价值，助推生态环境改善
和市民素养提升，加快实施全国文明
城区创建、崇明岛精神弘扬、品牌节庆
展会提质、文创产业提升、美丽乡村文
化内涵提升等十一个专项行动，打响

“上海文化”品牌。

记者：围绕2021年第十届中国花
卉博览会，区发展改革委有哪些考虑？

张立新：今年4月9日本区成功申
办第十届中国花博会。本区围绕“生
态办博”理念和“花开?中国梦”主题，
坚持“政府主导、各方支持、全区参与、
市场运作”的原则，按照“生态花博、创
新花博、人文花博、共享花博”目标，结
合崇明实际有力有序推进各项筹办工
作。

根据区委、区政府部署，区发展改
革委会同本区其他部门，结合崇明生
态 岛 建 设 第 四 轮 三 年 行 动 计 划
（2019-2021）编制，启动花博会 1000
天行动计划方案编制。行动计划编制
中，我们考虑，一是要坚持突出重点、
速见成效，更加注重花博任务全面完
成。花博会筹备时间紧、任务重，要加
快推进花博园区和各项配套设施建设
步伐，努力向全国人民奉献一届无与
伦比的花博会。二是坚持借力发展、
生态立岛，更加注重整体发展水平提
升。我们抢抓花博会建设重大机遇，
以办博促发展，凝聚全区共识，加快推
进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公共服务配套
水平，做大绿色生态产业，做强崇明生
态品牌，不断提高崇明三岛居民生活
品质，全面提升三岛总体发展水平。
三是坚持区域合作、全民参与，更加注
重全社会共办花博会。加强区域协
作，推动全社会共同参与，加快构建

“政府为主、市场运作、企业参与”的多
元投入机制，营造全社会共办花博会
的良好氛围。

根据初步方案，行动计划将围绕
“全力推进花博园建设”“优化交通运
能配置”“提升接待配套服务能级”“加
强城市精细化管理”“加强安全运营保
障”“打造特色花卉产业”等6个目标
展开。以更高标准、更高水平、更大力
度，加快花博场馆建设、完善各类配
套，不断提升三岛风貌、环境、交通、管
理水平和各项接待能力。实现城乡面
貌整体改观、综合承载能力和服务水
平显著提升，生态产业能级不断提升，
把握好花博会带来的重大机遇和强大
动力，助推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

群众人身安全最重要

打“硬仗”少不了“硬汉”

风雨中全力保供电

防汛防台没有完成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