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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马是赛马场上赛出来
的，一个地区发展的好坏、干部
素质的高低，也是“比”出来的。

现在摆在上海面前的有
诸多课题。要完成中央交给的
重大任务，要保持经济平稳健
康发展， 要应对各类风险挑
战，要构筑面向未来的竞争优
势，哪一件都不是轻轻松松可
以实现的，都必须付出艰苦的
努力。 当前的竞争环境可谓
“百舸争流、千帆竞发”，稍有
懈怠，原有的优势也可能变成
劣势，原有的差距还可能进一
步拉大。如此情境下，我们不
能不树立起一种“等不起的紧
迫感、慢不得的危机感、坐不
住的责任感”。

紧迫感、危机感、责任感，

体现于日常工作，就要有一种
“比学赶超”的自觉，决不能慢
吞吞、笃悠悠，不能满足于既
有的路径依赖， 沉溺于过去的
“舒适区”。躺在“舒适区”很舒
服，吃吃“老本”也能过日子，但
长期形成习惯， 就可能逐渐丧
失竞争力，乃至“温水煮青蛙”，

这是特别要警醒和提防的。

强调“比学赶超”，就是强
调一种忧患意识、 危机意识，

形成“见贤思齐”的氛围。有了
这些，才谈得上“追求卓越”，

才谈得上“充满激情、富于创
造、勇于担当”。上海做每一件
事， 都要对标国际最高标准、

最好水平，不断找差距、拉长
板， 敢于到世界舞台上比拼。

各区、各部门也要主动给自己
压力， 多作横向和纵向的比
较，在良性竞争和自我超越中
不断取长补短、提升水平。

强调“比学赶超”，不是鼓
励简单的低层次竞争，更不是
在内部“抢来抢去”。各级领导
干部要眼光放远，真正把自己
放到全国乃至全球的舞台上
去一比高下。 干部的培养、选
拔、使用、评价，也要充分体现
实绩导向， 鼓励良性竞争，真
正实现能上能下、优胜劣汰。

“这才是上海乡村该有的样子”
———奉贤吴房村改造记

■本报记者 杜晨薇

入夏，吴房村里的蝉鸣声更足了。村民
老吴每天都会起个大早，趁宁静时分，和着
虫语，把村庄里里外外逛个遍。老吴说，在吴
房村住了大半辈子，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家
乡会“眨眼之间”变成“世外桃源”，如今这里
的每一寸土地，每一块砖瓦，他都恨不得伸
手去摸摸，记牢那种惊喜而又满足的感觉。

作为上海市首批乡村振兴示范村之一，

奉贤区青村镇吴房村在过去一年里的蜕变，

不光让村里千百个“老吴”欣慰，也带给村外
人以震撼与讶异———这还是我们熟悉的农
村吗？“三分黑七分白” 的江南水乡建筑风
貌，小桥流水人家的乡间野趣，还有企业、工
作室、民宿、餐厅的混搭业态格局，细细忖
来，人们反倒觉得，这恐怕是上海这座国际
大都市的农村该有的样子。

规划先行绘就一幅山水画
其实一年前的今天， 吴房村毫不起眼。

灰暗、低矮的农房，破损不便的村道……除
了深藏村里的一颗百年老榆树、一幢百年老
屋，能唤起本地人的共同记忆外，几乎说不
出什么故事。

然而变化几乎在转瞬间发生。 今年 1

月， 记者来到正在改造施工中的吴房村，粉
墙黛瓦江南水景已露端倪，从平庄公路往里
走，三幢联排的江南小院映入眼帘；再深入
南部腹地，数十栋带着现代元素、参差错落
的水乡建筑紧张有序地装修。

而今再来，吴房村更是活脱脱“长”成一幅
山水画。桃林里，金灿灿的桃子半掩在叶下，诱
人的香气弥漫田野； 百年老宅已换上一身素
白，农家那些带着泥土气息的酒坛、磨盘、竹筐
成了她最美的饰物；石板路上，艳丽的、素淡

的花高低错落，自顾自盛放，比城市绿化多
了几分野趣；拱起身子的木栈桥，像是一抹
低调的虹，点缀在碧波荡漾的水岸上……

吴房村的变化始于规划。 在整个奉贤
区， 青村镇是最早启动乡村规划的。2018年
8月， 吴房村获批入选上海市首批 9个乡村
振兴示范村时，《奉贤区青村镇吴房村村庄
规划（2018—2035）》已经同步出炉公示。所
以，吴房村的这次“变脸”几乎可以说是从图
纸上“临摹”下来的。青村镇相关负责同志告
诉记者，你今天在图纸上看见的一切，都是
你明天能亲手触摸到的地方。“不规划，不动
工”的原则，贯穿着吴房改造建设的始终。

建设过程中，通过田园景观规划和风貌
设计引导，施工方先期对古宅、古桥、古牌坊
等历史文化古迹资源进行梳理后， 修旧如
旧；再把江南水乡元素和海派民居特色融入
整体风貌管控之中，一点点刻画出绿田粉墙

黛瓦、曲径回廊古木、小桥流水人家的江南水
乡桃花村。这种规划先行的做法，一定程度上
确保了吴房村改造项目得以在合理、专业的指
导下有序开展，减少了不必要的成本和反复。

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吴房村
一期改造项目于今年 5月揭开面纱后， 慕名的
人们蜂拥而至。 不仅每周迎来大量都市中人探
访，还受到诸多旅行社青睐，吸引游客前往。而
吴房村内及周边各地百姓也不时来看看， 多数
投来艳羡的眼光。 不少项目外村民甚至反复询
问村干部，“什么时候可以轮到我们家改造？”

吸引优质资源资本集聚
整个吴房村的改造项目分成两期。当下看

到的一期项目为先行先试区，涉及吴房村 1、2、

9三个小组，75户村民，内设产业板块、创业板
块、活动板块及配套板块，定位为一个集黄桃
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为一体的园区。而光是这
样， 已然投入 1.4亿元， 举国内诸多大型设计
院、顶尖设计师之全力。吴房村村干部说，如果
单靠我们自己，这几乎是完不成的任务，“这么
顶尖的资源哪里肯来。”

然而吴房村是个“幸运儿”，在入选上海市
首批乡村振兴示范村名列后，上海市属国有资
本运营平台———上海国盛集团就立马带动社
会资本，一起成立上海思尔腾科技服务有限公
司，组织负责吴房村的建设运营。其整体风貌
设计则由中国美术学院设计总院承接，引入全
域设计理念，将视野所见的每一处风景，都纳
入综合设计范畴，弥补了传统专项设计所忽视
的整体风貌的把控。

据了解，思尔腾公司注册资本 2000万元，

国盛旗下盛石资本占股 35%， 浙江思画占股
30%，恒润文化集团占股 5%，形成了具有专业
开发经验的市场主体与村级、 镇级集体经济共
同参与开发运营的模式。 项目运营方负责人吴
志飞介绍， 通过思尔腾公司进行农业生产旅游
观光、农产品种植、精品民宿开发、招商运营，吴
房村一期项目一经落成， 就迅速引入上海美院
乡村艺术中心、中国美院乡村工作站、著名国画
家吴山明大师工作室、亦师亦友艺术家组织、越
剧演员吴群工作室等 27家企业、机构，有些已
完成装修，有些甚至开始办公。 下转荩7版

编者按：上海正加快推进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首批 9个市级乡村振兴
示范村，已完成既定建设任务，第二
批 28 个示范村创建工作已全面启
动。通过示范村建设，上海积极探索
超大城市郊区的乡村振兴举措。

这些示范村建设和推进情况如
何，取得了哪些成果？在“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
活富裕”方面，有何特色亮点？近期，

记者采访多个示范村， 了解发现各
村在村容村貌提升更新、 乡村产业
转型升级、土地集约节约利用、社会
治理迸发活力等方面的特色亮点，

今起陆续刊出相关报道。

教卫系统主题教育开展以来调研50余次，将出台第一轮托育服务计划，丰富老年教育资源供给

“一老一小”有教有育，更有获得感
■本报记者 徐瑞哲

走进华泾广场 4号楼，就走进了新徐汇
华泾托育园。 以暖色和原木色为底色，3个独
立的活动室十分敞亮。 除了供孩子们集体游
戏、跳韵律操的场地，这里还有圆形海洋球池、

绘本阅读角等。园中配有保健室、隔离室、保
育室、配餐间，托育服务设施设备一应俱全。

这些正是列入市政府实事项目的普惠性
托育园“标配”。“办托育园，要让孩子健康、快
乐、自信……”华泾托育园负责人陈皓萍说，

这片园地包含吃吃喝喝、 做做玩玩、 听听说
说、唱唱跳跳、涂涂画画、拼拼搭搭六大板块。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
幼。”在上海，“花甲级”以上老人占户籍总人
口约三分之一，3岁以下婴幼儿则是全社会
“最柔软的人群”。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市教卫工作党委奔着问
题去、奔着基层去、奔着实效去，班子成员已
开展各类专题调研 51 次。其中，围绕“一老
一小”民生关切，出台制度规范，完善服务体
系，有教有育有获得感。

普惠性托育服务正铺开
为让更多幼儿“幼有所育”，上海市率先

颁布 3岁以下幼儿托育服务“1+2”文件（《关
于促进和加强本市 3 岁以下幼儿托育服务
工作的指导意见》《上海市 3 岁以下幼儿托
育机构管理暂行办法》《上海市 3 岁以下幼
儿托育机构设置标准（试行）》）。从准备、试
点到全市铺开，这项民生工程正按 3个阶段

推进中， 将华泾托育园这样的 50个普惠性托
育点建设纳入市政府实事项目。

截至目前，全市共有提供托育服务的机构
535 家，托额达 2.4 万个。其中，幼儿园和托儿
所等 411 家，占机构总数 76.8%；社会力量办
托育机构 124家，其中营利性 83家、非营利性
40家、福利性 1家，合计占机构总数 23.2%。全
市普惠性托育机构占比达 53%，提供普惠性托
额占比达 56%，双双过半。

调研发现， 全市 16 个区已按计划完成
市政府实事项目普惠性托育点布点 52 个，其
中公办民办园“托幼一体”的新托育点占绝大
多数。 下转荩7版

■美国一些人背信弃义、 挑战国际交往基本
原则的行径，世人已多次领教

彼此依存、相互协作的全球大市场，对于每个
经济主体来说如同自然生态系统。大自然面前，任
何违逆基本规律的行为，都会导致灾难性后果。当
前问题的症结是，美方贸易政策一再翻烧饼，市场
买家视贸易为“危险游戏”，不敢轻易出手。可见，
促使中国增加从美国进口， 需要有信义支持的稳
定有序的市场，而不是乱挥关税大棒

■中方始终将中美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作为解
决经贸问题的重要遵循。毫无疑问，信守承诺、遵循
共识， 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各自的发展和人民的福
祉，而且有利于世界经济稳定增长，符合各国利益

一诺千金，言出必行。中国人历来把践诺守信
看得极重，强调“诚信者，天下之结也”。这种深深扎
根于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哲思，依然是当今中国人
的处世准则，也是中国同世界交往的文化底色

刊 3版荩

人民日报刊发“钟声”署名文章评美国一些人的背信弃义

一诺千金不可违

“不走捷径”

对得起客户与农户
陆济洪：从摆地摊的“卖菜郎”

到知名企业的蔬菜供货商 刊 2版荩

解放调查
·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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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戚颖璞）气象科技
水平位居全国前列的上海，成为全国最
早使用智慧气象服务城市精细化管理
的城市之一。7个位于市中心的辖区陆
续实现分区预报预警，与城市运行大数
据结合，以更精准的数据为城市运行提
供管理建议。今年，上海将探索在智慧
公安基础地理信息应用基础上开发智
慧气象应用，这一应用成果预计可用于
保障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降水预报可精细到
1平方公里
多年前，上海 9个郊区实现了分区

预报预警。而 7个中心辖区占地面积仅
全市 10%，面积越小，气象预报精度要
求越高，当时的科技水平难以满足。

一场小范围的阵雨，传统天气预报
只能显示“局地有时有阵雨”。若发布预
警，中心城区要联动响应，在人力物力
上造成浪费。若不发布预警，在上海这
样的超大型城市里，局地阵雨有可能引
发严重公共事件。

要实现中心城区分区预报预警，气
象预报必须更加精准。 通过风云卫星、

火箭探空、 雷达和无人机等探测技术，

数值预报、格点预报等预报技术水平的
提升，强化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
技术应用，上海智慧气象保障城市精细
化管理能力领跑全国。下了不到 1小时
的零星小雨，在气象科学上只有“0.0”毫
米，不算有效下雨，如今也能被技术“精
准捕捉”。

上海市气象局局长董熔介绍，经过
多年的科技攻关和自主创新，上海高分
辨率区域数值预报技术已达到世界领
先水平，精准度基本与欧洲中期数值预
报中心持平。其中，降水预报可精细到 1

平方公里内。

抢险队比“暴雨”提前到达
在有了精细化的预报能力基础上，

从 2015 年起，上海在杨浦、黄浦、徐汇
三个中心城区陆续试点分区预报预警，

实现防灾减灾。 下转荩7版

虹桥商务区
给“新城”哪些启示
有别于惯性思维，探索小尺度

街区混合丰富功能业态 刊 9版荩首赛告捷 8月 3日，“国际军事比赛—2019”揭幕赛在莫斯科远郊的“阿拉比诺”靶场举行，中国“坦克两
项”参赛队夺得小组赛第一名。图为中国队 96B型坦克在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白雪骐 摄

鸟瞰吴房村。 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