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区委主要领导挂帅，健全前线指挥部推进机制
2、整体策划富有江南文化韵味的布局风貌，凸显“长

在郊野公园中”的村庄特色
3、梳理形成 45 项重点任务，挂图作战、项目化推进
4、按照“1+8”项目管理办法，全过程开展项目稽查
5、统筹村内公共空间和公共设施，有效提升服务能级
6、探索“村民监理”制度，创新群众监督模式，促进共

管共建
7、推进“三网融合”进莲湖，提升村级治理精细化能级
8、依托互联网促进“三一”产业联动，蛙稻米与“叮咚

买菜”开展合作实现农产品线上销售
9、引入青年创业协会 LIAN.空间品牌，打造团员青年

助力乡村振兴工作平台
10、民营企业与莲湖村结对，民营企业家聘任为名誉

村主任
11、以红柚园、茭白编结社为载体，创建“家门口的农

民培训基地”
12、建立“心莲心”党员联系服务群众机制，组建“莲

湖红马甲”等 7 支志愿者队伍
13、创立党建“365”工作法，形成村两委班子带头发

动群众工作机制
14、成立乡贤理事会，推动“人才进莲湖”
15、创立“莲湖益站”，建设社会组织公益服务阵地
16、建成全市首家新时代文明实践指导站，打造农村

思想文化阵地
17、打造“莲文化”系列品牌，培育打莲湘、太极拳、编

结舞、挑花篮等村民文体团队
18、以村民自治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和垃圾分类，创建

上海市农村垃圾分类示范村
19、依托清水驿站做实“民间河长”，创建河长制示范村
20、种植铁皮石斛，发展林下经济，完善林地、绿地、湿

地生态保育融合机制

建设目标：“莲湖水韵、归园田居”

规划方面，莲湖村按照“不策划不规划、不规划不设计、

不设计不施工”的要求，重点考虑统筹落实青西郊野公园、华
为研发基地等周边优势资源，通过村庄品质提升、建筑风貌
协调、公共配套设施完善以及产业发展等需求，优化调整各
类用地布局，完成村庄规划的编制及报批工作。整个莲湖村
按照典型江南水乡“莲湖水韵、归园田居”的总体定位，进一
步打造优化滨水休闲空间、公共活动空间、庭院休憩空间，并
且注重完善公共配套设施、构建宜居乡村生活圈，旨在推动
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全面振兴。

青浦区突出党建引领助推乡村振兴，从组织领导和体制
机制入手，高位推动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建立了“一个平台
三项机制”。一个平台即建设指挥部平台，由区委书记任总指
挥、区委副书记、区长任第一副总指挥，设立金泽镇乡村振兴
示范村建设前线指挥部，下设办公室和综合协调、策划规划、

项目建设、社会稳控、产业对接、组织人才、文化发展、生态环
境八个专项工作组协同推进相关工作。三项机制即挂图作战
机制、会议推进机制和督查稽查机制。

青浦区由发改委牵头， 会同农业农村委等相关部门，研
究制定了相关导则， 合理控制乡村振兴示范村投入强度，政
府性资金投入由区财政重点保障，社会性投资项目由政府提
供发展平台，充分利用村集体用房和空置民房，提供产业发
展空间。青浦全力支持莲湖示范村建设，导入优质企业注册
入户，通过财力分配方式支持莲湖村发展，同时充分利用郊
野公园优质的旅游资源，实现“游在园中，消费在村中”，发展
旅游配套服务产业。

建设过程中，青浦让村民广泛参与进来，努力让村民从
“要我做”变成“我要做”，在村里组建 7个党建网格，使之成为
“前线战斗网格”，7名党员网格长会同村“两委”干部、村民志
愿者和代建公司人员，走村入户协调施工矛盾，实现 “小事不
出网，大事不出村”，为解决疑难问题提供了快速通道。

聚焦特色优势，推动产业兴旺

莲湖村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培育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走集约化、绿色化、品牌化、融合化发展之路。

目前，莲湖村已形成了蛙稻米、茭白、红柚、蓝莓、铁皮石
斛、莲藕等 5个市场潜力大、区域特色明显、附加值高的主导
产业。同时，建设过程中一些优质企业也入驻莲湖村，壮大集
体经济，如上海方案家供应链有限公司、上海淀山勘测有限
公司、上海钢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等。

农村新兴业态也在莲湖村蓬勃发展。上海莲湖工艺品编
结有限公司、 上海宝亿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等一批企业入驻，

发展茭白叶编结、欣耕工坊、茶文化、手工艺等一批传统文化
类、创业类、手工艺类项目。莲湖村还以郊野公园为中心，配

套打造“千亩荷塘”景色，形成了千亩荷塘、蛙稻米、红柚等
特色产业，“美丽乡村+生态社区+特色产业” 田园综合体初
见规模，年内力争引客入村、入园人数约 20万人次。莲湖村
还与自在青西、蛙稻米、优禾谷、弘阳农业、叮咚买菜等 25

家大型农业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合作，线上线下多渠道
销售农产品。

莲湖村聚焦特色优势产业，引导鼓励农业经营主体调整
产业结构、提升绿色农产品生产比例。同时，以电商平台、展
销中心、产销联合体、微信销售等形式，开展产销对接、消费
衔接，推动农产品进展会、进超市、进网络，推进产品变商品、

变精品，让好产品卖出好价钱。此外，村里还扶持家庭农场、

龙头企业等多元化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培育农民专业
合作联合社，为农民提供技术培训指导，提高农民生产经营
能力，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让村庄更有韵味，全力打造生态宜居乡村

莲湖村以农村生活垃圾污水治理、农村厕所革命和村容
村貌提升为重点，依托郊野公园生态底版，有机更新生态环
境、村容村貌，加快建设美丽宜居村庄。

村容环境整治方面，莲湖村凸显村庄自然肌理，实施了
村庄改造项目、农村生活污水改造项目、小型农田水利项目、

河道整治项目、环卫设施项目、生态防护林项目灯，改造民房
400多幢，打造公共服务点 16处。

农村环卫设施建设管理方面， 莲湖村推进公厕改扩建，

目前已完成 4座，6座公厕得到提升， 并建立完善了厕所运
营管理机制。

推进农村垃圾全程分类方面， 莲湖村发挥党建引领作
用，强化分类责任包干，加大宣传培训力度，累计完成垃圾分
类宣传培训 672户， 完成绿色账户开卡注册 458户， 完成 1

座垃圾四分类点位建设。

推进自然资源生态保育方面，莲湖村已完成农田林网建
设 21.5亩，完成林地抚育面积 175亩，并建立莲湖村野生动
物栖息地长效管理机制，促进野生动物多样性保育。

河道管理和农业污染防治方面，莲湖村不断加强农污管
网排查，推进莲湖浜—新泾港河道开通；围绕减少农业生产
面源污染和清理农业废弃物， 加强宣传引导和技术培训，推
进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和集中处置，规范畜禽养殖、加强病
死畜禽无害化处理。

改善村庄水及土壤环境质量方面，村里持续开展相关质
量监测，开展耕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加强对工业企业巡查
和监管，规范生产行为，确保达标排放。

让乡愁有归属，提升“文化莲湖”显示度

莲湖村持续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提升农民精神面
貌，倡导科学文明生活，不断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致力

于唤起人们美好的乡村记忆，或是小桥流水人家，或是老树
古井老房，厚植农耕文明，传承乡村符号，把本土乡村的勤
劳善良、 敬老爱幼等传统美德传承下来、 弘扬开来， 实现
“德”润万家。

莲湖村围绕继承好、弘扬好、延续好传统文化的宗旨，通
过打造百姓舞台、文化广场、市民益智健身苑点等公共服务
阵地，培育扶持群众文体特色团队，同时编创“编结舞”“挑花
篮”等民间舞蹈，挖掘培育莲湖乡贤文化和传统典故，推进
《莲湖村村史》汇编工作。

莲湖村还策划了文化旅游主题线路， 相继推出亲子、温
柔水乡、文脉渊源、最美水岸、红色足迹、田园风光等主题旅
游线路。此外，村里还开展“杨氏 24式”太极拳、“打莲湘”、健
身气功等技能培训，开展科学健身讲座、上善讲堂等受村民
欢迎的课程。

莲湖村不断强化村民的社会责任意识、规则意识、集体
意识和主人翁意识，征集完善《村规民约》、家风家训，形成村
民自治的内在约束机制。目前，村里已建立了一支约 200人
的乡村振兴志愿服务队伍，开展游客咨询、环境治理、巡查调
解、助老助残、河道清理等志愿服务，累计参与志愿服务约
1700余人次。 村里还探索推动了新时代文明实践指导站工
作，建设了约 400平方米的功能用房。

村里把“文化”元素植入到乡村风貌整体规划中，在东
谢庄、西谢庄、朱舍有机布置宣传点位，用宣传报道、照片
影像、拍摄纪录片等多种形式，记录乡村振兴建设变化全
过程。

推进精细化管理，实现治理有效

莲湖村把夯实基层基础作为固本之策， 建立各级党委领
导、社会协同、村民参与、法治保障的机制，打造共建共治共享
的莲湖村乡村善治格局，确保乡村社会充满活力、和谐有序。

推进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过程中，莲湖村把党组织有机镶
嵌到示范村建设的关键节点上，把党员的作用发挥到示范村建
设的关键领域中，组建了“党支部—自然村—党小组—党员”的
四级党建网格，形成“1+3+X”党建服务圈（“1”即莲湖村党建服
务站，“3”指建在 3个自然村的党群服务点，“X”是包括党员家
庭、睦邻点等在内的若干个党群为民服务点）。

建设过程中，村里配置了为老综合服务中心、村居综合文
化服务中心、百姓戏台及村民活动室，涵盖日间照料、助餐、卫
生室、图书阅览等为民服务功能，还建成了清水驿站 1个，配置
莲湖村河湖事务管控站， 主要用于对辖区内河湖进行监控。目
前，村里建成老年活动室、卫生室各 1处，健身室 1处，室外健
身苑点 4处，村庄健身步道 2条，篮球场 1处。

“莲湖幸福益站”和“莲湖益站”，是莲湖村社区化服务的亮
点。前者配置就业创业服务站、幸福老年晚年益站、村民小法
庭、公益小厨房、村民小广播、康复活动室等功能，后者配置慈
善超市、捐赠点、彩票点、快递代收点、公益小咖吧等功能。

此外，莲湖村还建成供销社服务点，为村民提供生活日用
消费品、水电气费代收代缴、邮件快递等便民惠民综合服务。村
里还建成了卫生室，可提供家庭医生服务。

民生不断改善，提高村民获得感

乡村振兴最终的落脚点是让农民群众有更多实实在在的
获得感、幸福感。在这方面，莲湖村也有不少探索。

莲湖村根据资源禀赋条件，因地制宜，融合传统产业、特色
产业、宜居产业等多种产业，发展绿色高效农业，提供多元务工
就业路径，同时挖掘庭院经济、乡村旅游、电子商务等新业态，

拓宽乡村生活富裕渠道。

2018年，村里实现集体经济可支配收入 589.63万元，农民
人均纯收入 2.6万元。通过示范村创建，村集体有村级、组级经
营性资产收益，有镇级财政收入转移支付和企业赞助，农民依
托宅基地委托流转等方式可获得财产性收入，还能通过到入驻
企业打工的方式获得工资性收入，村里还新增小餐饮、小卖部
等，可获得经营性收入。2019 年，莲湖村预计实现集体经济可
支配收入 800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2.9万元。

莲湖村不断激活农村资源，针对农村房、林、地等闲置资
源，加强城乡互动，鼓励“资本下乡”参与产业发展和乡村建设，

真正让市民下乡有盼头、能人回乡有劲头、农民挣钱有奔头。

莲湖村致力于让村民各项活动“找得到场所”。在就医场所
方面，村里合理布局乡村医疗机构，开展健康村镇建设，持续推
进健康家庭建设。在学习场所方面，村里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向
农村延伸，倡导读书学习的风尚，开办农民讲堂，引导农民更新
知识和观念。在交流场所方面，村里配齐社区老年人助餐点、睦
邻点，配套活动室、休息室等，作为群众交流平台。在娱乐场所
方面，村里致力于提升村居公共文化服务能级，举办健康的群
众性文娱活动，丰富群众文娱生活。在办事场所方面，村里深化
农村“客堂间”建设，实现“阳光村务工程”全覆盖，推动“一站二
中心”规范化建设和实体化运行。通过这些场所的建立，莲湖村
让幼有所育、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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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浦金泽莲湖村创建市级乡村振兴示范村成效明显

绘就“五美三宜”乡村振兴新画卷
■ 本版撰文 茅冠隽

这里看不见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只有朴实的农家风貌与美丽的水乡风景，让梦中的“乡愁”进
入了现实；这里的大莲湖波光潋滟，用独特方式阐释着“自然恬静”的内涵……这里，就是莲湖村。

莲湖村位于青西郊野公园核心区内，村内河湖纵横交错、田园风光迤逦、民宅错落有致、乡村
风貌古朴典雅。莲湖村村域面积 4.25 平方公里，由西谢庄、东谢庄和朱舍 3 个自然村 15 个村民小
组组成， 678 户莲湖人家多沿河而居，村里以优质水稻、绿色蔬果和莲藕产业为主。

2014 年，莲湖村被列入了青浦区首批美丽乡村区级示范村建设，结合村庄实际，依托蛙稻米、

红柚、蓝莓、莲藕等农业产业，莲湖村完成了村庄改造、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小型农田水利、河道综
合整治、环卫设施、生态防护林等 6 个项目的建设。莲湖村 2015 年被评为上海市美丽乡村示范
村，2018 年获评全国生态文化村。

2018 年，莲湖村又入选首批上海市乡村振兴示范村试点村。如今，这个村子已呈现出“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涵养生态美、科学规划策划布局美、村容整治环境整洁美、产业兴旺生活美、乡风文明
身心美”“宜居、宜业、宜游”的“五美三宜”乡村振兴新画卷。

莲湖村市级乡村振兴示范村创建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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