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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头镇对标!三高农业"

数字农业助力美丽乡村建设
日前，航头镇与上海赋民农业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战略合作意向书正式签约。这
标志着以“高科技、高集约化、高品质”为核
心的现代数字农业建设将在航头镇全面启
动。
现代农业究竟如何对标？新农村建设
又如何实现多元融合、全面发展？作为浦东
新区八大重点农业区域之一的航头镇，探
寻出一条跳出传统农业、发展现代农业的
崭新路径，成了镇党委、政府的一项紧迫任
务。航头镇党委、政府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当

农业生产中过度使用农药、化肥，以及不少
前农村现状后得出结论：必须以“三高农
地方土地重金属超标等问题。赋民科技对
业”
为立足点，发展高科技、高集约化、高附
加值的高端农业；同时，以大农业的视野， 现代农业起着引领和标杆作用的数字农业
这一科技成果一经提出，无疑成了航头农
将农业旅游、观光、休闲与之结合，从而打
业发展的不二选择。
造出一个真正符合时代要求的社会主义新
在经过了深入考察和反复论证之后，
农村的全新样本。
航头镇决定与赋民科技农业“亲密结缘”。
赋民科技团队经过 ', 多年潜心研究
和科学实践，以云种植体系/数字化精准操
紧接着，航头镇将全面整合土地资源，淘汰
作为主要特征，以颠覆传统农业种植方式， 低端产业；
同时，以“中国最美村镇”
、
“中国
使农业生产由传统、粗放、经验型向智能
最美宜居村镇”
、
“ 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
化、精准化、数字化方向转变，解决了当前 “上海市美丽乡村”的牌楼村和“上海市美

丽乡村”的长达村为试点，以点到面，快速
启动现代数字农业建设。赋民科技则将对
土地状况作进一步调查，了解掌握当地丰
富的人文以及原有旅游资源等，在此基础
上，结合农业迪士尼项目，作出富有前瞻
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的规划，在数字农业
的支撑下，让观光农业在航头落地开花，成
为浦东乃至上海现代农业一张名片。
据了解，数字农业在航头建成后，将使
大批农民转为产业工人，真正实现农业增
唐同轨
产、农民增收的目标。

·公众安全感警风满意度测评专栏·
为进一步提高辖区公众

!! 航 安全感和警风满意度工作，自
# 月 '! 日召开动员部署会议
! 头 以来，航头派出所紧紧围绕
!
!! 派 “七个一”工作举措，帮助群众
解决实际问题，努力拉近警民
!
!! 出 关系，扎实推进各项工作。
一、召开社区民警述职会
!! 所 暨警情通报会。
# 月下旬以来，
!! 扎 航头派出所组织社区民警在
各村居站内召开了上半年度
!
迅 实 民警述职会暨警情通报会。会
上，各社区民警通报了辖区的
速 推 治安情况，
对上半年度的主要
行 进 工作进行回顾总结，并对新型
诈骗手段、偷盗类案件防控等
动 安 要点进行了安全防范提醒。村
居民代表听取了社区民警的
述职报告，对社区民警提出建
议和意见，并对社区民警的工
作进行了测评。期间，航头派
出所所长、教导员等领导分别
前往述职会现场，了解社区民
警工作情况，倾听群众心声，
为下一步更好开展各项工作
做好调研。
二、
张贴警民公示牌、
发放
警民联系卡。为进一步提高居
民对社区民警的知晓度，方便
辖区居民更快捷的联系到社区
民警，航头派出所组织全体社
区民警在村居站宣传栏、小区
健身点、沿街商铺、集贸市场、
企事业单位等主要出入口张贴
警民联系公示牌，并通过入户
走访宣传等方式发放警民联系卡，
让群众能
够知晓辖区的管段民警，
拉近警民关系。
三、建立警民联系微信群。每一个社区
民警至少建立一个由村居站、小区物业、企
事业单位保卫负责人等为成员的微信群，
督促各单位、部门“守好门、管好人、做好
事”。民警不定期通过梳理辖区发案情况给
各单位提出安全防范建议，对安全防范的
薄弱环节要求督促整改，并对平安志愿者、
物业保安的履职情况进行通报。
四、会同村居站开展热点疑难问题排
摸。社区民警会同村居站对辖区内的热点
疑难问题进行了排摸，排摸出了老旧小区
技防设施落后、部分小区停车难、部分小区
高空抛物突出以及房屋租赁、买卖纠纷等
十大类热点疑难问题，下一步，派出所将会
同村居站以及镇相关职能部门对热点问题
进行研商，制定解决方案和实施措施，对热
点问题尽快进行解决。
下阶段，围绕安全感和满意度工作，航
头派出所一方面将调整警务模式，社区民
警将每周开展一次夜间弹性工作、每月开
展一次双休日弹性工作，进一步提高辖区
的见警率，
也方便平时上班的群众办事。另
一方面，派出所将从群众利益出发，着力关
注民生类案件，力争破获一批侵财类案件，
帮助群众追回赃款赃物，最大限度地减少
金钱炜
群众财物损失。

让你我携手 共建平安和谐家园
近年来，为了让更多的群众认清邪教组
织、毒品、赌博和电信诈骗的危害本质，增长
反邪教、禁毒拒赌、防诈骗的防范知识，航头
镇通过举办一系列文艺演出，加强宣传，收
到了较好的效果。
! 月 " 日晚上，沉香第二社区会所内座
无虚席，居民群众兴致高昂。一场由上海浦
东星海艺术团的老文艺工作者们精心彩排
的“平安浦东·平安家园——
—反邪教、禁毒拒
赌、防诈骗文艺专场”
在这里举行。
整场演出通过锣鼓书、独角戏、小品、
沪剧小戏、舞蹈等形式，揭露了邪教活动、

赌博、吸毒贩毒、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
本质，为我们敲响了反邪教、禁毒拒赌、防
诈骗的警钟。尤其是沪剧小戏《赶不走的媳
妇》，深刻演绎了贤惠媳妇主动举报丈夫因
赌博而盗用公款，对破碎家庭不离不弃，赡
养双目失明公公，真心维护家庭。台上，沪
剧演员不仅把剧中人物表演得栩栩如生，
深深感染了台下观众。台下的居民朋友们
听得乐不思蜀，不时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
声。感人的剧情，真情的表演，使在场观看
的居民感动得洒下热泪。
演出结束后，大家纷纷表示，今天的文

艺演出表演形式多样，节目内容贴近生活实
际，很有教育意义。
此次文艺专场演出活动，还在镇文化中
心剧场举行。
两场演出活动，共计吸引群众参与 #!$
余人次，发放反邪教、防电信诈骗、禁毒拒赌
等宣传品和宣传资料 %$$ 余份。
同日下午，镇稳定办在航头学校举行
了”!·&"”青少年禁毒教育宣传活动，通过
禁毒知识竞答的方式，教育引导广大在校
学生，珍惜青春美好年华，自觉抵制毒品的
高志强
诱惑和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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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韵动 快乐家园
为增进社区居民之间的
感情交流，营造社区和谐文
化氛围，
! 月 % 日下午，瑞和
苑社区举办了一场“社区乒
乓球友谊赛”
。共 (% 名乒乓
球爱好者参加。
比赛现场，选手们个个
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远
台对拉、下旋球、弧圈球，硬
是把场外的观众看得是目瞪
口呆，
发出阵阵喝彩声。经过
两个多小时的激烈角逐，分
别选出了一、二、三等奖和女
子优胜奖，获胜选手分别获
得荣誉证书和奖品，其他参
赛选手也得到了一份纪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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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建共建促和谐 资源共享获双赢
党建专栏
近日，航头镇航武嘉园社区党支部与
周浦三小、爱谱华顿电子科技、沉香居委、
果园村四家共建单位的领导和代表济济一
堂，以热忱的姿态抱团联建，共商党建大
事，举行了区域化大党建结对共建签约仪
式。在签约仪式上，
联建单位分别作了党建
工作交流和本单位的情况介绍。
航武嘉园位于航头大居的 ! 号地块，
是 &$() 年组建的新型社区。由 ) 个独立
小区组成，即鹤韵路 #*+ 弄、鹤韵路 ##,
弄、航瑞路 *#+ 弄。小区共有占地面积 ()*
亩，建筑面积 ("-%% 万平方米。小区共有
), 幢 "' 个单元，居民住房 &),, 套。居住
户数为 '#+) 户，其中外来户数 ',!" 户，
自住 #&! 户。居民来自黄浦、
杨浦等区，
是

个老年人多、残疾人多、外来租房多、房东
入住少的
“三多一少”
的社区。
近年来，航武嘉园社区党支部一直在
工作中推行居民自治的管理模式，先后建
立了“书香航武文体团队”和“情暖夕阳爱
心团队”
。书香航武文体团队下设“三班三
室一队.（读书班、书法班、沪剧兴趣班；仟
依姐妹编织室、乒乓室、兴趣聊天室；夕阳
红舞蹈队）。
“情暖夕阳爱心团队”
下设“两
点三组”
（党员爱心理发点、党员便民家电
维修点；党员文明督导小组、党员爱心帮
困小组、
党员爱心助老小组）。有丰富的活
动资源可与联建单位互补，有空置房的资
源可为联建企业单位提供职工住房租借
的信息。

为深化
“两学一做”
和
“'%&!”
党建创建
工作，拓展航头镇区域化大党建“红色行
动”
，
积极探索
“镇管社区”
的模式和企业经
济发展之路，航头镇航武嘉园与联建单位
通过区域化大党建这一平台，按照“敢试
敢为、发挥优势、服务大局、整合资源、加
强互动、共同提高”的发展思路，把创建文
明单位与文明小区有机结合起来，提出各
自的资源清单、需求清单、项目清单，进行
通力协作，既能补齐社区工作的短板，又
能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自身优势，切实
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
力，
形成优势互补、
资源共享、
双向受益、
共
同进步的党建工作新格局。
王树才 朱敏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