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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贤：跨前一步，抓住产业新风口
文 /杜晨薇

农民增收不能等，乡村振兴工作按下“重启”键
文 / 杜晨薇

今年 3月 26日，奉贤区“三园一总
部”项目重启。这是奉贤近年来为盘活
农村宅基地、农用地、集体建设用地“三
块地”，实现农民增收的重要项目。

所谓“三园一总部”，即一个庭（园）

一个总部，一个公园一个总部，一个庄
园一个总部，依托“三块地”资源进行修
缮改造，并引入城市工商资本后，使城
乡联动发展成为可能。

在奉贤区南桥镇六墩村，靠近南庄
路一侧的轿行一组，几栋三分灰七分白
相间的徽派建筑如今已经拔地而起，

里面入驻了 5 家文创相关企业。 据介
绍，去年一年，整个奉贤区落户“三园
一总部”项目 140 个，实现税收 2.1 亿
元， 村级可支配收入和村民分红收益
分别比上年增长 8.7%和 10.7%。今年，

奉贤计划进一步扩大项目建设规模，

壮大农村集体经济， 有力促进产业兴
旺、农民增收。

而在疫情期间，奉贤区柘林镇促进农民增收的探索
也没有停步。记者了解到，柘林镇是奉贤区首个启动农
民相对集中居住项目的地区， 目前已签约农户超过 400

户。“农民从宅基地置换到集中居住的新房，尽管置换新
房后，农户的资产会出现增值，也有补偿货币资金可以
生活，但总归会坐吃山空，何况置换的过程还有一个过
渡期。” 柘林镇党委书记鲁瑛说。

为了增加农民收入，新塘村在今年 3月初启动了宅
基地权益化项目签约，签约农户，可使用货币补偿、奖励
等结算资金，自愿认购年保底收益 5.5%的权益化项目。

仅三天时间，认购金额已超过三成。

而在奉贤的田间地头，近日也频频现出新气象。全
区当前正有序开展春耕备耕各项工作。 在金汇镇，

21000亩水稻田里，农机正忙。为了确保粮食丰产、农民
丰收， 镇农业服务中心定下今年全镇水稻机械化水平
超 90%的新目标。 在庄行镇杨溇村，3808 亩优质水稻
田已然开始进入干耕阶段。 谷满香粮食种植专业合作
社里，整日机声隆隆，大型拖拉机将浓密的紫云英、青
蚕豆、苜蓿草翻转压实，促使绿肥腐烂发酵。与此同时，

20000斤“松早香”“沪软 1212”优质水稻谷种已完成精
选出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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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2月以来，社区防控压力不断
增加，奉贤一些小区里，出现亲切的“陌
生人”。他们中，有些是机关事业单位的
干部，有的则是当地企业的员工。上海
惠尔利农资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生产
厂长季春友是其中一位。在社区最需要
人手的日子里，他带领公司的党员志愿
者，走进小区张贴疫情公告、上门为居
家隔离居民测量体温、 喷洒消毒药水，

忙得不亦乐乎……

疫情面前， 一个支部就是一个堡
垒，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奉贤区此
前出台《关于进一步发挥全区基层党组
织作用护航非公企业高质量复工复产
的通知》， 号召全区 2931 个党组织，

52397个党员奔赴村居、厂区等一线，以
区级战“疫”员的身份，以“每天必到”的
形式，全力支援疫情防控工作。

化妆品企业伽蓝(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第一时间为抗疫研发消杀类产品，企业党委把党小组建在新品研发和生产第一线，激励党员发挥带头作用，加强
技术创新，为企业积极复工复产、转危为机提供组织保障。

上海朋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在得知某医用防护服压条机生产企业紧急面向社会寻求配套零件供应商时， 当机
立断接下这单任务，企业党支部书记、总工程师潘诗良说：“如果我不接这个单子，企业短时间估计找不到供应商。”正常
产品交付要 10天，但朋泰党支部迅即召集党员专家和技术员，在 72小时里就完成防护服生产线零部件的赶制任务。

与此同时，不少党员自发组建成若干个党员抗疫突击队，志愿参与应急物资生产、重点人员排查、交通要道值守
等工作。

上海妍杰机械工程有限公司党支部积极响应四团镇党委 “招募令”，8位党员志愿者兵分两路加入社区防疫队
伍，在所负责的路口进行人员进出排查登记及出入证发放工作，用温情和坚守彰显妍杰风采。

上海柏芝混凝土搅拌有限公司的党员们面对疫情挺身而出，不论风雨寒夜，每天协助排查外来车辆及人员，测量进出居民体
温……党员们冲锋在前的责任担当深深打动了公司其他员工，有员工在入党志愿书中写道：“这次疫情以来，我看到身边的党员们
放弃休假，主动向党支部请战，认真负责所属辖区和村居的疫情防控工作……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党的优良传统，激发了我入党
的决心。”目前，公司党支部已收到 7名员工递交的入党申请书。

面对突发疫情，奉贤 1000家两新组织党组织、13000名两新党员勇当先锋，落实防控措施，领衔技术攻关，投身志愿服务，充分
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统筹抓好疫情防控“第一任务”和经济发展“第一要务”，共筑防疫坚实屏障。

东方美谷鸟瞰图。 美迪科公司赶制医用防护服。

吴房村十里桃花怒放。

党员志愿者助力社区疫情防控。

过去半月内，上海远郊奉贤大地上频频传
来好消息：百年品牌资生堂在奉贤建设研发机
构；总投资超过 50亿的 14家生物医药和化妆
品企业，即便受疫情影响不方便见面，“云上签
约”也要投来橄榄枝。

从名不见经传到品牌价值超百亿，东方美
谷作为奉贤着重发展的产业品牌，5年间厚积
薄发，逐步成长为全市乃至全国大健康美丽产
业的高地，成为医药、美妆等行业先行者们趋
之若鹜的发展福地。

而今， 奉贤的产业布局进一步放眼全球，

从举办中日韩三国行业协会、企业共同参与的
云招商大会， 并在海外成立投资促进中心开
始， 东方美谷紧抓当下美丽健康产业的新风
口，谋势而动、蓄势待发。

一企一策，让企业早日回到发展正轨

一个月前， 在奉贤东方美谷核心区， 上
海高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 一
条全新的生产线转动起来， 正式生产民用一
次性口罩。

企业负责人高志勤说，公司作为一家生物
科技企业，从决定转产做防护用品，到改造车
间、调试设备，再到完成营业执照上经营范围
的变更， 前后只花了短短 10天时间。“全靠驻
企店小二的帮助。”

驻企店小二， 诞生于疫情期间的新岗位，

由奉贤区区级、镇级（含镇、街道、开发区、区属
国企）分管领导、党员干部组成。目的是在区内
企业最困难的时候，跨前一步伸出援手。截至
目前， 奉贤全区已到岗到位驻企店小二 773

人，对口企业 5952家。

按照职责需要，驻企店小二需要对区内所
有在复工复产方面遭遇困难的企业实行无差
别服务，也就是无论企业规模大或小，也不论
其落地园区是否属于当地重点发展地块，对应
服务的店小二都必须定期驻厂了解情况，并通
过微信、电话提供 24小时不打烊的咨询服务。

期间，如发现问题，能够现场解决的就当场解
决，对于现场无法办理、属地部门不能解决的，

则通过上报“奉贤企业直通车”微信公众号的
“诉求专栏”， 让问题在相关部门之间流转。为
确保问题解决高效，部门流转和答复的时间也
被明确规定。

奉贤区领导告诉记者，之所以做这样的制
度安排，是基于疫情期间针对不同类型企业的
大量调研。让企业复工容易，复产却不易。有些
企业人员物资到位了， 上游却迟迟没消息；有
些企业产能日渐恢复，下游却需求不足。个中
还有不少因行业差异、企业规模差异导致的个
性化问题，如果不实施“一企一策”、“一厂一方
案”，政策很容易留有盲区，政府服务也很难第
一时间触达企业痛点。 而驻企店小二要做的，

恰恰是量身定制的点对点服务。

如傲珈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许多客户在海
外。不久前，产品进口国要求公司对所提供的
兽医卫生证书内容，按本国政策进行更改。正值
全民抗疫时，企业因忙着复工，未能从商检部门
拿到更新后的证书， 从而导致已发运的几个集
装箱到港后两周都无法靠岸。 来自奉贤区经委

的驻企店小二了解情况后， 立刻协调了奉贤海
关帮助企业报国家海关总署特批， 问题的解决
比预想得更快，企业顺利完成了这单生意。

记者了解到，到目前为止，驻企店小二通
过实地走访、电话调研的形式，共计解决企业
复工复产问题数百个。其中包括台资企业运佳
黄浦公司跨省产业链包装容器提早开工供应；

熔喷布材料供应商大韩道恩公司融资诉求；上
海麦宝实业有限公司、上海泛洲建筑安装配套
有限公司等 20多家外资外贸企业复工、 进出
口、资金流、原材料问题等，让企业真正回到发
展的正轨上来。

探索企业“零跑动”服务闭环

两周前，位于奉贤的奥园置业项目“建设
用地批准书、用地规划许可证、设计方案批复”

三证，在同一天内交到上海市工业综合开发区
规划建设部主管王丹红手里，这意味着，企业
开工建设的计划进一步推进。

记者了解到，这三个证是企业从缴清土地款
后，到开工建设前必须拿到的材料和证明。“以前
要辗转好几个部门，少说要等待几个月的时间。”

之所以三证审批效率大幅提升，与当地新近推出
的一项改革举措密不可分。“撤销原建筑管理科、

国土用途实施科及自然资源利用科， 成立综合
科、产业科、市政乡村科，将以往按业务类型进行
‘分段管理’的模式，调整为按照项目用地类型进
行职能划分，施行‘垂直管理’，这是我局为促进
疫情防控期间工程建设项目早开工、 早竣工、早
投产，研究制定的新办法。”奉贤区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副局长何欢龙说。

事实上， 这种从体制机制角度入手进行优
化，从而根本上提升规划资源服务效率的改革方
式，在全市范围内并不多见。何欢龙说，之所以迈
出这样一步，正是因为疫情期间“不能接触、不能
碰面”的特殊情况促成的。放在过去，办理这些事
项涉及多个部门。流程上，至少需要流转 7、8 个
科室，顺利的话要 6个多月时间。

为了帮助企业减少行政成本， 破解 “如何
减少科室间相互征询、 流转， 减少服务对象多

次出行” 的难题， 奉贤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向
内 “动刀”， 着力构建精简高效、 科学规范的政
务服务体制。作为园区的店小二，王丹红说，现在
为企业办规划资源相关事宜，时间效率和空间效
率都提升了。 “改革后，我一个人可以同时帮企业
代办多个项目，不再需要像过去那样盯着、追着
各部门。 ”规划资源服务也实现了“一门进、一门
清”。基本上，交一次材料，交到一个窗口，就可以
等结果了。

记者了解到， 疫情以来， 奉贤区及早发布
了降低困难企业成本， 支持中小企业共渡难关
的十条政策， 除了关注如何降低企业财务成本、

用工成本、 时间成本外，如何进一步优化“一网
通办”，创新政府服务方式，也被放在了至关重要
的位置。

奉贤区行政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围绕如何达成企业“零跑动”的终极目标，奉贤从
改革机制上着手，在现有的区、镇（街道、开发
区）、园区三级代办服务网络基础上，进一步梳理
排摸了全区社会投资类建设项目和政府类建设
项目，主动对接企业，了解项目办理需求，及时提

供精准帮办代办服务， 最大限度提升办事效率，

减轻企业负担。

截至目前，奉贤共公布“一网通办”404项审
批事项和 305项服务事项、 自助终端 1093项办
事事项清单，发布网办流程图，提高公众知晓度
和便捷度。同时，优先抓好土地出让、项目审批、

方案设计等受疫情影响不大的关键环节，创新采
取优化出让条件、定向推介土地、落实建设条件、

保障项目资金等创新举措， 加快项目前期工作，

健全重大项目储备制度，做到“审批等投资”而不
是 “投资等审批”， 让落地项目得以在疫情结束
后，第一时间启动集中开工。

抢抓风口，提前谋篇布局

疫情给全球经济带来重击，各行各业受到不
同程度影响。而就在不久前，一家刚入驻东方美
谷仅半年的化妆品企业却公布了一组令人振奋
的数据，今年 2月，企业营业额非但没有减少，相
反环比增长了 170%。疫情过后，以大健康美丽产
业为发展重心的奉贤，或将迎来新风口。

然而，机会不等人，为了站在行业风口的第
一梯队，从年初至今，奉贤的招商引资、项目推进
一刻未曾停过。数据统计，过去两个月来，奉贤共
有 51个实体产业项目实现落地或达成投资意向
协议，总投资额 268亿元，预计产值 308亿元，预
计税收 34亿元。

奉贤区委书记庄木弟，常年活跃在招商一线
的店小二之一，为了商谈近两年的资生堂研发机
构项目可以早日落地，他曾“三顾茅庐”与企业高
管碰面，疫情期间双方又一次进行了远程的“云
会面”，终于将项目敲定。

还有千千万万奉贤区的店小二，咬住好项目
不放松，创新招商服务方式，拿出最大的诚意，让
企业心甘情愿结缘奉贤。日前，东方美谷·虹桥中
心产业园举办了一场线上招商推介会，同时在上
海、北京、郑州三个会场连线直播。短短 1 个小
时， 超 15万人次在线观看直播， 对接企业百余
家，其中 20家企业明确了落户意向。

最近的一场面向中日韩三国的全球招商会
上，14家涵盖生物医药、医疗器械、化妆品研发与
生产、食品生产、农业科技等类别的企业入驻。其
中，单单一家常州吉恩药业有限公司，准备在奉
贤建设生产基地，用于多肽系列、小分子药物、大
健康产品以及相关原料的研发、 中试和生产，项
目计划投资就达到 8亿元， 预计产值 8亿元。奉
贤区投促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这还只是奉贤
今年招商活动中的一场。 按照 2020年度奉贤区
投资促进工作目标计划，今年将一共举办 300场
投资推介，捕捉 3000个有效的项目信息，在国内
外设立 30个投资促进中心。

积极走出去招商的同时，奉贤还将围绕疫情
过后全球大健康产业有望腾飞的新局面，加速推
进建设国家级健康产业中心， 探索在检测中心、

科研攻关、疫苗研发等领域的新增长点，重点关
注区域内药明康德、中生所、凯宝药业、和黄药业
等一批行业标杆的集聚发展。“面对疫情，不能坐
等，而是必须向市场学习，提前布局、提前准备、

化危为机，找到区域经济新的发展途径，把疫情
带来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把正向拉动作用发挥
到最大。”奉贤区领导表示。

奉贤田间地头春耕忙。 李茂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