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EWS 要闻

2E-mail:gongshunqi@pdtimes.com.cn 一、二版责任编辑/龚舜琦 一、二版美编/黄辰毅 2019.9.11

■本报记者 须双双

探索深加工，构建产供销体系助

力农产品销售；擦亮旅游品牌，带动

服务业发展……入疆两年多来，上海

援疆莎车分指在产业援疆方面探索

多个切入点，助力当地脱贫攻坚。

“农”字头上做文章

在莎车县塔尕尔其镇四村，莎车

现代农业示范园占地面积达652亩，

一排排现代化的育苗中心大棚里，装

配有最先进的通风、温控、湿控和浇

灌系统。借助先进的组培技术，一批

批优质蔬菜及果木种苗源源不断地

从这里输出，被送到田间地头。

2016年，上海援疆莎车分指协

调推进两地企业结对共建，启用了莎

车县现代农业示范园组培中心。作

为莎车县首个规模化的组培实验室，

目前，组培中心已建立了玫瑰、草莓

等植物组培快繁技术体系，为种苗的

工厂化生产奠定了技术基础。

发挥现代农业示范园的带动、

辐射作用，只是上海援疆莎车分指

推动农业产业发展的举措之一。

莎车县辖36个乡镇（街道、管委

会），耕地面积 209.12万亩，但粮棉

仍是农民种植业收入主要来源。同

时，林果业管理粗放、特色作物田间

管理技术水平参差不齐等问题，导

致农产品产量和品质得不到保障，

商品率低，农民增收困难。

解决农产品销售难成为脱贫攻

坚三大任务之一，上海援疆莎车分指

通过加强莎车农产品产、供、销三个

阶段的建设，采取“五建五联”的消费

扶贫模式，扩大莎车优质农产品品牌

知名度、提高销量。如今，围绕巴旦

木等特色农产品，一条“甜蜜产业链

逐渐成熟，农产品销路也越来越广。

海纳百川引凤来

8 月 14 日，位于莎车县工业园

区新疆优思达科技有限公司（一期）

厂区内，货车进进出出，工人们吊卸

着装修材料。经过近半年的努力，

当天，由上海援疆莎车分指与县商

务工信局共同引进的新疆优思达科

技有限公司厂房装修及设备安装工

程正式开工。

除了大力发展农业，上海援疆

莎车筑巢引凤，吸引企业投资落户，

两年来建成 16栋园区厂房，推进建

设 59 座乡村扶贫车间，总面积约

14.5万平方米，重点引进纺织服装、

电子加工组装等劳动密集型企业。

上海援疆莎车分指通过制定莎

车县产业发展扶持政策，以海纳百

川的姿态面向全国开展招商引资工

作。援疆干部会同县相关部门、已

落地企业多次赴江苏、浙江、广东、

福建等纺织服装、电子组装优势地

区招商，与内地商会、企业谈国家战

略，讲援疆政策，聊家国情怀，一次

不行换批人再去。分指领导也常常

亲自上阵，以“钉钉子”的精神扎实

做好招商引资和以商招商工作。仅

今年 1-7月，莎车县招商引资落地

项目54个，比去年同期增长116%。

企业引进来，更要服务好。分

指以“店小二”态度支持和帮助企业

改扩建厂房、稳定用工、联系中欧班

列、参加各类展会、开展培训解读政

策，不断丰富企业服务的内涵，努力

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据统计，两年多以来，落地莎车

的工业企业超过150家，连续2年居

上海援建 4 县前列，2019 年上半年

列全地区第一。工业园区就业人数

从 2017年初的 3500人，增加至目前

的1.6万余人；乡村扶贫车间就业人

数从 2017年初的 500人，增加至目

前的1.1万余人，还涌现出了北希实

业、追梦服饰等多家超千人企业，以

及新莎电子、优思达手机等科技型

企业。

旅游引领服务业

南疆充满异域风情的旅游资源

如何盘活起来，吸引更多人来“看一

看”？上海援疆莎车分指挥部发挥

旅游带动作用构建莎车“旅游+”立

体化发展格局。

以包机、专机旅游常态化运行为

抓手，上海援疆莎车分指盘活区域资

源，做出了“旅游+文化”、“旅游+农

业”、“旅游+手工业”、“旅游+乡村振

兴”有机融合的加法，完善旅游业

态，拉动消费增长，增加就业岗位。

其中，“旅游+文化”，通过策划

精品节目，推出了世界非物质文化

遗产——十二木卡姆民族歌舞，深

受游客欢迎；“旅游+农业”，依托特

色优势，助力莎车巴旦姆、杏、核桃、

西梅、甜瓜、蜂蜜等优质农产品“销

出去”；“旅游+手工业”，挖掘非遗

元素，扶持莎车民俗特色手工业发

展，花帽、乐器、挂毯等民族特色手

工艺品展览吸引了大量游客驻足观

看和现场购买，不仅促进了手工从

业者增收，还宣传和推介了莎车特

色民俗；“旅游+乡村振兴”则从发展

乡村旅游入手，打造樱桃园、莎车县

古勒巴格农贸市场（莎车夜市）等，

拓展了贫困户就业增收的新渠道。

此外，上海援疆莎车分指还推

动完善了湿地公园生态保护区等景

点的公众服务设施，在促进当地旅

游业、服务业发展的同时，也让当地

居民享受到一份宜居福利。

本报讯（记者 黄静）根据《上海

市林荫道评定办法》，经过前期摸底

申报和专业部门审核考评，市绿化市

容局已初步确定 2019年上海市林荫

道创建命名名单，全市 16个区共计

申报拟创建命名林荫道 24条，相关

情况即日起进行公示。

上海从 2011 年开始创建林荫

道，截至2018年已经创建林荫道221
条（段）。在今年拟命名的24条林荫

道中，浦东的云台路（德州路-昌里

路）和东三里桥路（东方路-浦东南

路）成功入选。这两条道路的行道树

种为悬铃木，胸径均在 30 厘米以

上。整条道路环境幽静、整洁，遮荫

效果显著。

据介绍，在今年的现场考评中，

不少道路的养护管理水平都有新的

提升，比如浦东的东三里桥路等创建

道路与周边绿道、健身步道相映衬，

整体景观协调性突出。此外，一些已

形成的林荫片区再增添新道路，林荫

效益更加明显，比如浦东的上南林荫

片区等则是通过逐年规划，从一条林

荫道向周边不断辐射，连线成片，逐

步形成新的林荫片区雏形。本市林

荫道正在逐步实现“连荫成片”，不断

为市民的生态福利“加码”。

据悉，此次林荫道创建公示时间

为9月9日至9月15日。

本报讯（记者 张淑贤）酷

炫的荧光装备、璀璨的陆家嘴

夜景，陆家嘴滨江步道俨然成

了一片洋溢青春的海洋。昨

晚，第二届陆家嘴滨江荧光慢

跑活动在船厂 1862启动，来自

金融城的62个跑团近500名白

领，挥洒创意跑出青春。据主

办方介绍，此次活动旨在丰富

陆家嘴金融城白领文化生活，

进一步打造陆家嘴文化品牌，

助力浦东夜间经济发展。

本报讯（记者 蔡丽萍）昨天下

午，“丰收季，田野上的展望”浦东新区

农业农村创业创新大赛举行初赛，24
位来自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的竞赛

者，用自己的创意、实践展示现代农业

发展的新产品、新技术和新业态。

据悉，为结合“2019 年农民丰收

节”，充分展示浦东广大农民干事创业

的热情和青年农人、女农人风采，区农

业农村委、区妇联组织开展了此次活

动。初赛参赛项目分为创新组项目

10个，创业组项目 14个，参赛选手通

过6分钟项目展示+3分钟答辩进行路

演，评委组对项目进行现场评分。

24个参赛项目中，既有关注生态

种植新方式，也有聚焦农业废弃物再

利用，还有致力于推进休闲农业、观光

农业发展的项目。

区农业农村委表示，举办此次活

动旨在激发创新潜力，集聚创业资源，

营造“双创”氛围，共同打造现代农业

企业和创客提供交流展示、产融对接、

项目孵化的平台，发掘和培育一批优

秀项目和优秀团队，催生农业新产品、

新技术、新模式和新业态，提升农企专

业化能力和水平，促进和加快推进上

海都市现代化农业发展。

记者了解到，评委组将根据产品/
服务、核心团队、技术实力等评分标

准，评选出 10个项目进入决赛。最终

的一二三等奖将作为浦东农业农村创

业创新推荐项目选送至市级、国家级

双创比赛参赛。

本报讯（记者 黄静）昨天举行的 2019第五届“潍坊杯”浦

东新区餐饮行业职工技能竞赛上，来自浦东的 21家餐饮企业、

大型职工食堂的120余名餐饮业职工比拼厨艺。

由区总工会主办、潍坊新村街道总工会承办的“潍坊杯”浦

东新区餐饮行业职工技能竞赛已经成功举办了四届。随着竞

赛影响力的扩大，今年的比赛吸引了浦东多家传统和新兴的餐

饮品牌龙头企业的近 300余名餐饮行业职工参与。通过选拔，

来自21家餐饮企业、大型职工食堂和120余名餐饮业职工代表

脱颖而出，进入了竞赛日的比拼。他们现场进行刀工、面点、食

品雕刻、服务摆台4个个人赛项目和团队赛的角逐。

作为区劳动竞赛十大品牌项目，“潍坊杯”一直敏锐捕捉着

职工需求的动向。今年的竞赛着重从实用需求出发，开发更多

的健康菜式，为上班族打造美味工作餐。竞赛设置 4个个人赛

项目和团队赛的角逐，其中20元、30元和50元三个价位的单人

份套餐组合比赛项目格外引人注目，参赛者不少都是来自星级

酒店的大厨。“近些年来，餐饮行业不断转型，酒店餐饮也向商

务套餐领域开拓，形成了一定的特色。”浦东新区烹饪协会副会

长施武告诉记者。此次竞赛的评委阵容十分“豪华”，此外还首

次向社会招募了10位民间美食家担任大众评审，进一步增加比

赛的参与度和趣味性。

据了解，“潍坊杯”的历年竞赛涌现了众多烹饪高手和精品

菜式，几年来参赛者中晋升高级技师、技师和高师带徒的达百

余人次，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整个浦东新区餐饮企业和职工技能

的繁荣发展。

本报讯（记者 曹之光）我国

最高规格的对外文化交流节庆活

动之一——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

将在“红色十月”载誉归来，为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献礼。记者昨天从新闻发布会

获悉，第二十一届中国上海国际

艺术节将于 10 月 18 日至 11 月

17 日举行。本届艺术节将通过

数百场各类活动，打响融红色文

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的上海

文化品牌。

本届艺术节的 43 台 97 场参

演剧（节）目中，全球首演 8台，亚

洲首演 5台，上海原创 8台。作为

开幕演出，10 月 18 日，上海杂技

团与上海市马戏学校联合创作的

红色主题杂技剧《战上海》（暂

名），将在上海大剧院献演。此外

在艺术节委约作品中，龚天鹏的

第十一交响曲《潮》，上海沪剧院

的沪剧《一号机密》，上海音乐学

院的交响诗《英雄颂》等，以不同

艺术形式展现出“有筋骨、有血

肉、有温度”的红色题材新探索。

此外艺术节还将服务国家战

略，促进“一带一路”文化交流。

在东方艺术中心，男高音歌唱家

何塞·库拉将联袂上海爱乐交响

合唱团、上海爱乐乐团，演绎经典

歌剧音乐会“今夜无人入睡”；名

列世界十大交响乐团的维也纳爱

乐乐团，也将与浦东观众重聚。

东艺还将承接两场艺术节“节中

节”香港文化周的交响乐、芭蕾舞

演出。浦东滨江的艺仓美术馆，

则将举办“光/谱——鲍勃·迪伦

艺术大展”。

主打公益免费的“艺术天空”

系列演出，今年将覆盖全市 16个

区带来 98场演出。其中，俄罗斯

国立远东歌舞团“胜利之舞”，“不

可能”的秘密——世界大师近景

互动秀，英国音乐喜剧秀“欢乐

颂”将分别在浦东新区文化艺术

指导中心惠南分中心群星剧场、

周浦镇文化活动中心剧场、浦东

新舞台上演。

上海援疆莎车分指探索多个切入点

产业援疆助力莎车打赢脱贫攻坚战

浦东两条道路入选“林荫道”

农业农村创业创新
大赛举行初赛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下月启幕

滨江荧光慢跑
点亮青春力量

浦东餐饮行业职工技能竞赛举行

谁做的工作餐最好吃
百余“大厨”比拼厨艺

参赛选手比赛中正在摆盘。 □徐网林 摄

空中俯瞰云台路。 □本报记者 朱泉春 摄

陆家嘴白领昨日参与荧光跑。 □徐网林 摄

本报讯（记者 洪浣宁）昨天下午，江苏省南通市党政代表

团在浦东参观考察。市委常委、区委书记翁祖亮在两地座谈会

上表示，浦东与南通隔江相望，地缘相近、人缘相亲，长期以来

一直保持着紧密联系。浦东和南通都肩负着长三角一体化的

国家战略，合作空间很大，希望两地进一步深化交流，携手共创

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美好未来。

南通市委书记陆志鹏、市长徐惠民率领的南通市党政代表

团在浦东考察期间，在浦东开发开放主题展、区城市运行综合

管理中心和上海自贸区企业服务中心，围绕自贸区建设、城市

精细化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进行考察学习。

浦东新区副区长徐惠丽参加考察和座谈。

南通市党政代表团
到访浦东

本报讯（记者 洪浣宁）昨天下午，市委常委、区委书记翁祖

亮赴中国金融信息中心调研，了解中心在党建、会展、参与要素

市场建设等方面的工作。

下午，区领导一行察看设在一楼的金领驿站，了解中心金

领驿站及近年来党建活动的开展情况。在 6层展厅，区领导参

观了“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人民总理周恩来陈列展”，

详细观看了周恩来总理的生平介绍、照片及生前用品等文物资

料，深刻感受周总理一生为民、鞠躬尽瘁、清正廉洁的高尚情

怀。陈列展占地 2000多平米，以“求学立志、革命历程、建设伟

业、晚年岁月、风范永存、周恩来在上海”等板块为基础，配以

500多张珍贵历史图片和多件相关实物。

在听取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工作情况并和大家座谈

时翁祖亮说，浦东作为“五个中心”核心承载区，一直积极推进

金融等领域国家级功能性设施和平台建设，以进一步提升区域

核心功能和国际竞争力。接下来，浦东将充分发挥自贸区制度

创新优势，推进企业在投资贸易金融等领域开展业务创新试

点。同时，将继续以“无事不扰、有求必应”的态度，倾听企业需

求，努力帮助解决企业反映的各类问题，为企业发展提供更好

服务、营造更优环境。

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唐劲松参加调研。

翁祖亮调研
中国金融信息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