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 2 月，港西镇北双村和全市
其他 27 个村被列入市级乡村振兴示

范村建设计划。围绕工作要求，北双
村结合自身特色，积极打造“农业+休
闲”旅游发展模式，提升产业能级，激
发乡村活力。

港西镇有着崇明蔬果之乡的美
誉，作为示范村的北双村，自然也有不
少好瓜好果。红美人橘产业园、架式
草莓示范园、名特优蔬菜生产园等精

品果蔬农业园各具特色，一年四季都
有水果上市，60%供应市场，40%供游
客采摘。与此同时，北双村结合时下
热门的民宿游，整合村内闲置宅基地，
打造“民宿部落”。今年 9 月，由两个

“城归族”打造的“九园”、“里厢”精品
名宿正式开门迎客，填补了港西镇农
业休闲旅游在这方面的空白。

“崇明有优越的生态环境，很多游
客就是冲着这个来的。北双村环境
好，还打造了三湾农业集聚带，有果蔬
采摘，有农事体验活动，发展民宿就有
了很好的基础。再加上老百姓很配
合，所以我们把发展精品民宿作为乡
村振兴的项目之一。”北双村党总支书
记黄瑞华说。

崇明区登记注册的企业数量在全
市位居前列，其中，区市场监管局的日
均登记申请500余件。在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该局扎实推
进服务企业的“最后一公里”，积极开展
进驻区行政服务中心东部分中心工作，
开通全方位的登记服务功能。截至 10
月底，东部分中心共受理企业新设6373
件、变更注销3927件，受理食品经营许
可31件，打印发放证照7729件。

区市场监管局严格执行 2019年 6
月新出台的《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
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企业注销若
干问题的会商纪要》，进一步完善企业
退出市场程序，帮助 2500 余户企业完
成注销登记。同时，该局还实现“不见
面”审批，全面推进全程电子化登记。
截至 10 月 25 日，已有 976 家企业通过
全程电子化登记办理营业执照。

记者还了解到，区市场监管局在
前期制定并实施《餐饮项目开办行政
审批一本通》的基础上，通过区政务服
务办公室的牵头协调，与公安消防、环
保等部门继续深化合作，再推《民宿项
目开办一本通》和《开心农场项目开办
一本通》，扩增“主题套餐”服务内容，
进一步为申请人办理涉及多部门审批
许可等业务提供便利。

区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该
局将继续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活动，围绕效率优先、创新优先
等工作进行积极探索，努力打造政府服
务上的新亮点。

“晓得伐，老施屋里厢的烂菜叶能
够变成肥料，种出来的菜长得蛮好
的。”“真的假的？烂菜叶作用这么大
吗？”最近，这样的对话常常能在建设
镇滧东村里听到。

烂菜叶能“变身”成肥料，源自于
一个小小的酵素桶。2018 年，在滧东
村村委会的牵头组织下，部分村民开
始将分出来的厨余垃圾，如菜叶、果皮
等投放到酵素桶中，尝试制作益生菌
肥料。施凤仪是最早领取酵素桶的村
民之一，他把厨余垃圾扔进桶中，加入
适量的发酵粉，进行充分搅拌。经过
几天发酵后，益生菌肥料制作完成。
施凤仪怀着期待的心情将第一批肥料
埋下，种上茄子。2 个月以后，长出来
的茄子又多又大。

“在推广给村民之前，我们也做了
实验。”滧东村党支部书记张健告诉记
者，他们曾将酵素桶制作出的肥料埋入
土中，然后用拖拉机进行旋耕，大半年
后，检测数据表明，土壤中的有机质含
量有了明显增加。

湿垃圾制作肥料，肥力效果好的
同时，分类减量的作用也十分明显。

“现在村里每天至少有十几斤垃圾可
以‘就地消灭’，长久来算，这是个不小
的数字。”张健说。而这些“就地消灭”
的垃圾可以省去后期运输、处理等环
节，节省了成本，减小了对环境的伤
害。不止如此，看到湿垃圾“种”出的
农产品品质好，很多村民对垃圾分类
也更用心了。

通过实现湿垃圾变废为宝，帮助
村民增收增效，滧东村被区委、区政府
定位为首批花博人家试点村，进一步
做好湿垃圾分类处置，扩大社会效益。

本报讯 11 月 18 日下午，区委书
记唐海龙赴庙镇、三星镇调研乡村振
兴工作。

唐海龙来到庙镇合中村，实地察
看合中村为民服务中心、可视化管理
平台、党群服务中心等，详细听取相关
负责人关于村庄治理共同体项目的介
绍。今年 7月起，合中村坚持“利用科
技手段”与“发动村民参与”双管齐下，
探索建立支部领导、网格负责、全员参

与、科技支撑的“12345”村庄治理体
系，发动村民广泛参与清河道、治五
棚、美庭院等工作，努力打造人人有
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村庄治理共
同体。

唐海龙指出，“治理有效”是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之一，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坚持和完善共建
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我们要全
面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完善党委领
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
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

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
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不断提升推进
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的能力水平，确保人
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在庙镇猛西村 5G基建施工现场，
工作人员正冒着寒风细雨开展基站设
备安装、调试工作。唐海龙关切询问
基站建设过程中是否遇到困难，项目
整体进展如何。现场工作人员表示，
各部门各单位正全力以赴推进 5G 基
站等基础设施建设，确保最快年底前
实 现 崇 明 三 岛 5G 信 号 的 基 础 全 覆

盖。唐海龙指出，5G 基站是 5G 发展
的基石，希望大家齐心协力，和时间赛
跑、和天气赛跑，加快推进基础设施建
设，搭建好 5G 产品研发和应用的平
台，助力世界级生态岛建设和乡村振
兴战略实施。

唐海龙来到庙镇永乐村，实地察
看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推进情况。永
乐村已有四十年之久的西红花种植历
史，依托西红花产业特色和邻近光明
田缘的区位优势，将西红花作为支柱
产业来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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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农业更强农民更富生活更好
唐海龙赴庙镇、三星镇调研乡村振兴工作

□ 记者 沈俊（下转5版）

□ 记者 许聪

□ 记者 姚红梅

北双村：打造瓜果飘香幸福村

□ 记者 朱卓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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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垃圾变有机肥
不出村就地利用

做任何一项工作，首先看态度，关
键看行动，最终看成效。

当前，崇明正在深入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这是一项重
大的政治任务，其目的是要坚定信仰、

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全区各单位各
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学习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
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把开展主题

教育与做好各项工作有机结合起来，
自觉地将生态岛建设的目标愿景与党
的初心使命贯通相连，使党员干部在
主题教育中焕发出的工作热情转化为
攻坚克难、干事创业的实际成果，奋力
创造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崇明
传奇。

做好“结合”文章，要求我们始终
保持过硬的政治定力。

主题教育要做好“结合”文章
□ 本报评论员 王宗双

（下转5版）

初冬美景“入”画来
虽然已进入冬季，但崇明的“色

彩”仍很丰富。成片的绿色中夹杂
些黄、点缀些红。蓝天白云、水清岸
洁。各种景物似乎被寒风“修剪”了
一番，轮廓更显清晰。初冬的这番

景致，吸引了写生的学生。
瀛洲公园里，城桥中学的学生三

三两两捧着画板画纸，对着近的远的、
水里的天上的景、物、人画了起来。“让
学生经常性地写生、接触和了解我们

的自然环境，是我们在艺术教育中
的必修课。”城桥中学高二（5）班班主
任程燕说，崇明风景宜人，有很多户
外写生的好素材，学生们也很喜欢。
而作为首批上海特色普通高中项目
学校，城桥中学很注重以优秀传统文
化熏陶学生，培养他们的人文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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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咸明 摄影 周天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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