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9 月 3 日、4 日，区公安分
局新河派出所接连两天接到谎报警情
的电话。查明情况后，警方对 2 名违
法人员处以行政拘留。

9 月 3 日 21 时许，新河派出所接
电话举报称，新河一足浴店内有卖淫
违法行为。民警接警后迅速抵达现
场，经调查，该足浴店为正规大众消费
场所，没有报警人所说的违法行为。

民警找到报警人朱某了解情况，
朱某见没办法圆谎，便说了实话。原
来，当晚朱某请朋友到足浴店消费，起
初没问具体价格，付款时才发现店里
的收费较高。为不影响面子，朱某付
了钱。回家路上，朱某越想越不舒服，
便想拨打 110 报警电话报复足浴店，
谎称该足浴店里有卖淫情况。

无独有偶，第二天晚上 20 时许，
家住新河镇的男子程某在外吃饭喝了
点酒，回家途中路过一家浴室，想进去
洗个澡，被门口保安告知浴室已经歇
业。程某洗不成澡，心里很恼火，趁着
酒劲拨打了 110，谎称浴室内有卖淫
嫖娼情况。

新河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时，报
警人程某已不见踪迹。民警向保安了
解情况得知，该处浴室两周前已经歇
业。随后民警进入浴室对包厢进行了
逐一排查，没有发现卖淫嫖娼情况。
随后，民警通过调查，抓获了谎报警情
的违法嫌疑人程某，程某对其谎报警
情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

朱某、程某谎报卖淫警情，严重影
响执法机关依法办案，其行为已构成
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警方依法对
两人分别处以行政拘留。

警方提示：公安警力和 110 报警
电话是宝贵的社会公共资源，保持警
力充足、报警电话畅通事关广大民众
的人身财产安全！请大家报警时要如
实叙述案情，讲清发生案情的地点、事
情的状况；不能任意夸大警情、更不能
捏造、谎报警情！

从一名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到乡镇
党群服务中心主任书记，沈志荣视野
更开阔了，身上担子也更重了。今年
51 岁的他，有着丰富的基层党务工作
经验。在东平镇桂林新村居民区“领
头雁”任上，他一干就是十多年，创新
建立了“1+3+N”社区党建共治共享
平台，使“桂林新村”多次登上区镇先
进领奖台。去年，他奉命调入乡镇党
群服务中心。一年多来，中心积极开
展工作，迎来市区及乡镇内外 40 多家
单位参观学习。今年“七一”，沈志荣
被评为上海市优秀党务工作者。

去年 5 月，新落成的东平镇党群
服务中心正式运行。新中心占地面积
8000 平方米，建筑面积达 5000 平方
米，共有“乐耆楼、活力坊、东书房、东
红空间”4 幢楼组成。面对设计风格
独特、楼宇装修气派的中心硬件设施，
软件管理却是从零开始。

沈志荣一上任，就加强调查研究，
率先从工作制度、服务能级和党建活动
等入手，统筹兼顾打好组合拳。他主持
制定内部各项管理、党员包片联系、服
务党员群众等制度，要求员工所在的岗
位，无论是党建岗还是综合岗，均设置

AB角，一人多岗，使能干事、会干事、善
成事成为同志们的标配。

为推动党群服务圈与社区生活圈
融合发展，沈志荣带领中心员工与 10
多个部门实现资源共享、双向开放。同
时，借助政府招投标平台，引进社会组
织“社邻家”参与运营管理，共同构成功
能互补、形式多样的党群服务主阵地。

沈志荣说：“党群服务中心，既要带
头引领发展好，又要服务群众好，这是
我们的责任。”一年多来，中心面向区域
内的党员群众，先后开展科普、健康、亲
子、修身、助老、文体、生活和教育教学
等综合性活动 30 多项，整合社区公共
服务资源，做好党建引领这篇大文章。

在镇党委支持下，沈志荣带领工
作人员积极打造“站位高、接地气、零
距离、菜单化、暖人心”的“五维”党群
服务工作品牌。

为让党员教育“实”起来、“活”起
来，沈志荣和同事们结合党史学习教
育，探寻“专家在线、良师有约、草根课
堂、青春物语”等路径，组建 30 多人的
理论宣讲团，通过线上、线下方式，为
广大党员开展学习提供便利。在自我
带头同时，他还积极引导单位党员“高
举先锋旗帜，立下人生誓言”。中心由
6个工作人员对接全镇 6个社区，每月

2 次走访社区单位，宣传政策，讲解共
治共享理念；坚持需求导向，倾听社情
民意，梳理“项目、资源、需求”3 张清
单。经过努力，他们已围绕党建联建
形成 67 个服务项目，为民排忧解难，
赢得居民称赞。

同时，沈志荣在中心积极创设“红
色课堂、红色展厅和红色走廊”等有效
载体，每周邀请 2 家党支部（党小组）
来中心开展“主题党日”活动，每月开
展 1 次党组织生活开放日，展示优秀
党组织生活案例，还邀请其他单位党
组织观摩。截至目前，共有 26 个基层
党支部（党小组）、300 多名党员参加
了活动。

沈志荣每季度主持“书记面对面”
论坛，通过“头脑风暴”与辖区单位书
记们“面对面谈、心贴心讲、实打实推、
手拉手帮”，不断提升社区治理能力。

说起东平镇党群服务中心，这里
功能多样，有老年食堂、托老所、健身
房、科普室、亲子课堂、舞蹈房、图书
馆、远程教育点、咖啡吧等等。一年多
来的实践，使当地党员群众普遍感到：
这是一方社区乐园，一处居民生活幸
福的港湾。

金秋九月是丰收的季节，眼下，位
于港沿镇鲁东村的上海小生蔬菜专业
合作社里，280 亩秋葵地里点缀着一
朵朵嫩黄色的花，茎干上挂着翠绿的
秋葵。采摘、包装、发货，工人们从早
到晚一刻不停地忙碌。“前两天太忙
了，要发的订单量太大，根本忙不过
来。今天终于少点了，还是少点轻松
啊。”合作社负责人徐瑜的话听起来不
免有些“凡尔赛”，但过去，他曾因为成
吨品相不佳、卖不出去的秋葵而苦恼。

今年是徐瑜种植秋葵的第六个年
头，他种植的是水果秋葵，比普通秋葵
口感好，鲜嫩清爽，摘下洗净即可食用，
总体产量也较高。目前，小生蔬菜合作
社拥有 2个基地共 500多亩的秋葵田，
近期日产量在三万两千斤左右，每斤定
价在3.5元至4元之间。

“虽然我是崇明人，但我之前对农
业一窍不通。”18 岁时，中专毕业的
徐瑜考取驾照，去了市区开出租车，一
开就是近十年。2005 年，徐瑜听说家
乡崇明对成立合作社有补助机制，对
原本枯燥的“的哥生活”产生了疲惫感
的徐瑜决定回到崇明发展。第二年开
始，在全崇明大力推广芦笋种植的环
境下，徐瑜开始在承包的 100 多亩大
棚里种植芦笋。种植了三四年后，因
为产业结构调整，大部分芦笋田都被
清退了。之后，徐瑜又开始种植美芹、
番茄、绿叶菜等，由于缺乏经验和销
路，“别说盈利了，那两年能保本就不
错了。”徐瑜说。

2015 年，秋葵突然成了蔬菜界的
“网红”、各大市场上的热卖食材，出田
价就可达到 10元/斤，远远超出本身价
值。高额的回报让不少农户“盯”上了
这个小众蔬菜，2016年开始，崇明掀起

了一股“秋葵种植热”。当年崇明秋葵
种植面积达 3000 多亩，徐瑜也成了种
植大军中的一员。“当时只是盲目去种，
从品种到品质到市场，我们一概不知。”
徐瑜说。等到秋葵摘果的季节，结出的
秋葵大小不一、色泽发黄、形状圆润，放
到市场上，根本无人问津。不只是徐
瑜，那年尝试种秋葵的崇明农户几乎都
以失败告终，夏天的田野里，一片又一
片黄色的秋葵花在风中飘荡，却迟迟无
人将它的果实摘下。

虽然种植秋葵的第一年损失惨
重，但这次徐瑜仿佛和秋葵较上劲儿
了。在朋友的介绍下，徐瑜开始奔走
全国，考察各地的秋葵品种。“据我了
解，现在市场上的秋葵有一千多个不
同品种。品质好的秋葵通体发绿，皮
薄、脆，嫩度高，而且不易氧化。”徐瑜
是幸运的，第二年，一种来自台湾的黄
秋葵就帮助他打开了市场。

“ 秋 葵 一 定 要 鲜 嫩 的 时 候 才 好
吃。”找到了优质的品种，更要保证最
高品质。据了解，每年 4 月秋葵开始
育苗，5月移栽，6月起，第一批秋葵花

开，花开后 4、5天即进入采摘季，可一
直持续到 10 月下旬。和其他蔬菜不
同，秋葵的生长速度很快，一天不收就
会长大 1-2公分。“按照这里的市场标
准，我们把每个秋葵的大小控制在
11-12公分，以达到最佳口感。”

如何既保证产量又保证质量？徐
瑜为此也花费了不少心思。如今他摸
索出了一套较为成熟的员工管理体
制，让合作社内的每一亩田地都能产
出最多的高质量秋葵。据了解，小生
合作社现有员工百人，按工种细分为
挑果工、打药工、采摘工等。其中占大
头的当属采摘工——70 多个来自贵
州的职业采摘工每日背着篮筐，戴上
遮阳帽和手套，矫健地在田间穿梭，一
边行走一边精准地将一株茎干上几只
大小合适的秋葵摘下。“我采用土地分
包制，每 3-5 亩土地交由一个采摘工
管理。每采下一斤符合标准的秋葵就
是一元，多劳多得。”徐瑜说，“1-2 厘
米的差异，决定了适宜的采摘时间，他
们绝不会搞错，像现在这种季节温度，
秋葵长得快，他们一天最多可以采五
六百斤。”

田间，不少秋葵茎干已经长到一
人高。徐瑜告诉记者，只有将茎干上

长出的秋葵采摘后，新的秋葵才会在
茎干的顶部继续长出。循环往复，一
根秋葵茎干最长能长到 3米左右。

蔬菜最难的就是储存，秋葵采摘
完后如何处理？徐瑜招揽了邻村的
15 个本地劳动力负责分拣、打包等工
作。打包车间里，工人们将不符合大
小标准的秋葵剔除，堆进塑料筐，放入
冷库吹 2~3 个小时锁住水分，再打包
放进白色的泡沫箱，确保每盒重量约
360 克，上下浮动不超过 20 克。经历
了这些步骤，秋葵可以在常温下储存
近 7 天 时 间 ，依 旧 保 持 鲜 嫩 可 口 的
口感。

此外，合作社内还有一个特殊的
包装车间，车间里，工人们将秋葵、鸡
毛菜等产品整齐摆好，封上保鲜膜，并
贴上合作社与永辉的标志。据了解，
小生合作社已经在永辉超市设立了专
柜，这些产品将直接运往各大永辉超
市的专柜进行销售。

不只是永辉超市，目前小生合作
社占据了上海秋葵市场 20%的份额。
徐瑜的语气中带着些自豪，合作社的
秋葵已经覆盖了全上海的批发市场，
线上的销量也在逐年递增，包括盒马、
叮咚、钱大妈、美团等平台都是徐瑜的
长期合作伙伴。“近两年，周边城市包
括一些中西部省会城市也对高品质秋
葵有了需求，我们的产品走出上海，走
向全国。”从南京、杭州、宁波，到长
沙、武汉、成都，小生合作社将市场扩
大到了所有能触及的地方。

坚持使用有机肥，每年冬季改善
土壤，徐瑜种出的秋葵品质一年更比
一年好，受到了市场的青睐，也拥有
了定价的话语权。目前，徐瑜的小生
合作社已经成为上海地区规模最大
的秋葵种植基地。但随着电商平台
不断发展，秋葵的市场需求不断增
加，徐瑜依然在产量上感受到了一定
的 压 力 。 明 年 ，徐 瑜 打 算 再 增 加
200-300 亩面积，并逐渐扩展为一个
2000 亩的规模化基地，打造成华东地
区第一大秋葵种植基地，让崇明种出
的秋葵遍布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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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拘留□ 记者 盛赛丹 摄影 顾佳丽

□ 崇明三农

4辆电动车被烧毁
当事人被依法刑拘

打造党员群众的幸福港湾

□ 记者 沈俊 通讯员 陈卫国

——记上海市优秀党务工作者沈志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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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小区电动自行车“飞线充
电”引发事故的案例近年来屡见不鲜，
公安机关一直宣传要安全充电，可总
有人不听劝。近日，崇明城桥地区就
发生了一起因飞线充电引发的火灾。

9月 2日 6时 30分许，区公安分局
城桥派出所接到报警称，城桥镇某小
区一居民楼底楼附近发生火灾。火警
就是命令，民警、消防救援人员迅速赶
到现场，10分钟后火势被扑灭。

经调查，前一天晚上 9 点多，住在
该处 3 楼的董某从楼上放下加长拖线
板，对自己停放在楼下的电动自行车进
行飞线充电，充电过程中董某的电动自
行车发生电气故障引发火灾。经事后
统计，此次火灾共造成楼下4辆并排停
放的电动自行车及临近的一台空调外
机被烧毁，直接经济损失12000余元。

目前，董某因过失引起火灾，被公
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

警方提示：飞线充电由于线路长、
跨度大，电线容易破损漏电，引发火灾
事故，造成经济损失，甚至人员伤亡。
崇明警方提醒广大居民，务必严格遵
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电动自行车充
电时应当确保安全，不得违反用电安
全要求私拉电线和插座为电动自行车
充电。

□ 记者 沈俊 通讯员 李国民

飞线充电引发火灾

本报讯 9 月 8 日，区农业农村委
在中兴镇“C77”文化创意产业园举办
了新型职业农民直播与电商主题培训
暨技能大赛，旨在进一步强化直播带
货技能，引导市民关注崇明优质特色
农产品，促进农产品营销新模式发
展。本次大赛共有 13 位农业经营主
体参加，分为 4个小组进行比赛，主要
环节为大赛预热、直播 PK、评委打分、
大赛点评及颁奖。

大赛邀请了抖音传媒公会负责人
顾斐进行赛前指导，他围绕如何开通抖
音小店、如何上架产品以及如何解决直
播中可能出现的各类问题展开了详尽
的教学与解答，通过“手把手”“一对一”
的方式，实现有效互动、融会贯通。

大赛评委会通过采集单个农产品
短视频播放量、直播数据、直播销售额
等数据，从短视频、抖音后台、抖音直
播等方面，进行综合打分。经过两个
小时的激烈角逐，评选出了本次赛事
的一二三等奖。

对标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区农业
农村委将进一步加强新型职业农民培
训力度，抓牢农产品电商发展契机，用
心搭建崇明农产品直播营销平台，推
进品牌建设，引领农业提质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