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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明：盯着项目抓紧干，“海上花岛”春意浓
文 /茅冠隽

畅行生态大道，徜徉绿海繁花，这在崇明
并非梦想———目前，“生态长廊” 崇明生态大
道工程已正式按下“复工键”，建成后不仅可
缓解陈海公路的交通压力， 完善崇明交通线
网骨架，还能为 2021 年第十届中国花博会疏
通交通“毛细血管”，市民游客可在此移步换
景，欣赏“海上花岛”和“东海瀛洲”的绚丽醉
人之美。

崇明生态大道工程，是最近崇明陆续复工
的重大项目之一，目前“海上花岛”上已是一片
生机勃勃。 记者了解到，2020年崇明区重大生
态项目已开工复工 39项。

今年是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发展 “十三五”

规划的收官之年， 也是 2021年花博会筹办的
攻坚之年。“崇明要紧紧围着项目转、盯着项目
干，戴着口罩抓发展，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全面打好优环境促投资抓项目攻坚战。”崇
明区委书记李政说。

为企业排忧解难，
今年将实施百个重大生态项目

3月初， 崇明区近 400名干部以电视电话
会议形式召开年度优环境促投资暨生态项目
攻坚大会。今年，崇明计划重点实施 100 个重
大生态项目，涵盖环境保护、乡村振兴、花博筹
办、生态产业、社会民生、基础设施 6 方面，总
投资约 644.54亿元。

开展“攻坚”，崇明已做足政策准备。早在 2

月初， 崇明为积极支持服务企业平稳健康发
展，就在贯彻落实市“28条”的基础上制定了区
“20条”，条条直指企业难点、痛点，为企业排忧
解难。

在“20条”中，崇明制定了金融扶持措施，

鼓励银行等金融机构对疫情期间发生还贷困
难的中小微企业提供绿色通道服务，加快贷款
展期办理，支持企业恢复生产经营。同时，崇明
提前拨付财政专项扶持资金，对符合各类扶持
补贴政策条件的项目及时拨付。目前，已提前
按比例拨付扶持资金近 17亿元， 缓解企业资
金周转困难。另外，崇明还减免中小企业租金，

对于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由房产所属国有企
业免除 2020年 2月、3月、4月三个月租金，同
时鼓励城镇集体企业为租户减免租金。预计今
年 2月到 4月， 崇明将共减免 1700多户中小
企业 3500余万元租金。

今年，崇明将以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促进投
资稳步增长，以项目高效建成投产实现高质量
发展。在开通长三角“一网通办”（崇启）专窗的
基础上，崇明将进一步扩大通办区域、拓展通
办事项，打响“瀛洲店小二”品牌。同时积极整
合招商资源，打造专业化政府招商、专业机构
招商、以商招商、引才招商四支队伍，抓紧制定
重大产业项目落地支持政策、重点产业扶持配
套政策。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崇明及时成立
了以区委书记、区长为“双组长”的区疫情防
控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八个专项工作组和领
导小组办公室，按照全市统一部署启动一级
响应机制。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多次以召
开区委常委会扩大会议、 疫情防控工作会
议、领导小组会议、领导小组扩大会议、统筹
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
作电视电话会议等形式，与全国、全市疫情
防控大局保持高度一致。同时，崇明推动各
乡镇、各部门、各单位迅速行动起来、健全防
控体系、落实联防联控举措，全力以赴抓好
疫情防控工作。

在此背景下，崇明不少重大项目已第一时
间复工。2月 19日， 市重大工程北沿公路改建
工程三标段经市级部门现场复核后恢复施工，

这是崇明区首个建设类复工项目，也是全市率
先复工的项目之一。崇明市政工程有限公司积
极编制方案、筹措物资，建立了贯穿企业管理
层、项目部、劳务用工的防控管理体系，率先满
足了复工条件。

3月 10日，崇明生态城投公司作为崇明百
联万达综合体项目建设推进的责任主体，在多
方努力配合下，克服用工难、建筑物资短缺等
不利因素，使百联项目正式复工，力争年底开
业。 该项目目前已进入最后的调试验收阶段，

预计 5月底完成竣工备案。该项目春节后复工
日期原定为 2月 15日， 但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外地施工人员一度无法返沪，建筑材料和
施工设备也出现短缺。生态城投公司积极落实
关于疫情防控工作部署，克服重重困难，稳步
推进百联项目的建设。

花博会筹备工作稳步推进

2021年第十届中国花博会逐渐临近，目前
第十届中国花博会各项筹备工作正稳步推进。

2月 23日，花博园主体场馆项目取得了相
关主管部门的复工批复，2月 24日首批崇明本
地施工人员已进场施工， 预计 2周内施工、管

理人员可到位 80人左右。 这是崇明区建设类
首批复工项目之一。

“我们重新明确了各项目的施工时间节
点，确保今年年底前完成花博园区的全部建设
任务，也和相关建设单位做了沟通，正按照时
间节点倒排施工计划，争取把疫情影响的时间
抢回来。同时，市建管委、绿容局等相关部门也
为园区复工建设提供了很大的支持和帮助。”

崇明区花博会筹备组办公室主任陈群说。他告
诉记者，除了现场施工之外，花博会其他筹备
工作在疫情期间尽量实行 “居家办公”、“网络
办公”。为进一步做好花博会筹备工作，崇明区
再次加强了区花博会筹备组的领导班子，更多
干部充实进了区花博会筹备组，工作合力不断
提高。

目前，崇明区正积极布局花卉产业。崇明
国际花卉产业园、中荷现代花卉中心、东方国
际花卉园正在推进建设， 优尼国际鲜花港、兰
桂骐现代农业基地、崇明智慧生态花卉园等示
范项目建设已启动前期准备。

近日，记者在位于建设镇的上海阿斯米尔
现代花卉园艺公司内看到，种植在大棚里的郁
金香、风信子、洋水仙等球根花卉纷纷盛开。随
着天气逐渐转暖、 工作人员陆续回到工作岗
位，花圃里又“热闹”了起来。该基地是花博会
的配套生产基地，占地近 300亩。“年前种下的
花卉长势喜人， 但由于人手不足， 影响了生
产。”公司负责人表示，“多亏政府帮忙指导，各

项防疫措施有力落实， 企业员工也陆续返岗，公
司目前总体生产情况良好。”

在崇明区港沿镇合兴村，有一个园区的机械
流水线能种花育苗———崇明智慧生态花卉园能
通过应用高度自动化的生产线， 贯穿花卉播种、

催芽、育苗、补苗、移栽、发货等环节，全过程都在
机械流水线上完成，致力于打造现代化智能花卉
育苗中心。这个总投资超过 2.2亿元、占地 310亩
的花卉园是崇明目前在建的重点花卉产业项目
之一， 自动化育苗生产线正在做最后阶段的调
试，今年 4月份将开始试生产，预计年底前全面
正式运营。

园区内全自动花卉苗床循环系统流水线全
部投入运转后， 可支持逾 40万张穴盘同时进行
生产，全部苗床摆满可容纳花苗 8000万株以上，

投产后的育苗中心可年产花卉种苗 2亿株、精品
盆花 1000万盆以上。园区可为 2021年在崇明举
行的第十届中国花博会供应 120种以上花卉。

第十届中国花博会将于 2021 年 5 月 21 日
至 7月 2日在上海崇明举办，花博会“地方花展”

将于 2021年 3月 24日至 5月 20日举办。“地方
花展” 是第十届中国花博会的预热活动之一，届
时将承担起花博会开园前“压力测试”的任务，全
国各地的珍奇花卉将齐聚崇明“海上花岛”，形成
“千朵万朵压枝低”的盛景。目前，第十届中国花
博会招展布展工作已取得阶段性进展，园区施工
设计和策展工作有序开展，市场开发和花卉产业
正扎实推进。

在崇重点企业发展势头良好

“呜———”伴随着清脆的长笛鸣响，上海振华
重工长兴分公司的“振华 26”轮于 2月 21日凌晨
4：30分从长兴岛启航，前往德国和鹿特丹的用户
码头。 船上装着 4台岸边集装箱起重机， 其中 2

台将运往德国汉堡，2台将运往荷兰鹿特丹 RWG

码头。此次启航的“振华 26”轮，是年后振华重工
长兴分公司发出的首船。

为克服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上海振华重工长
兴分公司此前成立了疫情防控应急工作组，人员凭
工作证和防控专用卡进出， 进出人员一律需佩戴
口罩、 进行体温检测并填写 《健康状况信息登记
表》，分公司各出入口安装红外热成像测温系统。

从 2月 10日起， 在崇几大央企就在确保做
好防疫工作的前提下， 全面开始复工复产。3月
22日凌晨，两辆大巴士由位于上海崇明的长兴岛
驶往湖北，这是中国船舶集团下属江南造船为湖
北协作单位技术人员来沪而申请的专用包车。为
尽快全面复工复产，在上海、湖北两地政府部门
大力支持帮助下，江南造船和湖北协作单位主动
对接，创造条件，由上海久通商旅公司协助开展
了这次“点对点、一站式”返岗服务行动。江南造
船自 2月下旬以来， 先后分四批派出 68辆返岗
复工包车，从河南、安徽、山东、江苏等地，接回返

工人员 1000余人。

1月 25日，为统筹推进央企、大企业的疫情
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长兴镇经与市长开办共同
商议决定，迅速采取措施，全面加强政企沟通协
作， 及时建立了长兴地区疫情防控联席会议制
度，拉开了长兴地区政企联防战“疫”和复工复产
的序幕。

长兴镇结合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各项工作
的推进实际，先后成立了镇驻岛大企业的防疫工
作专班、政企联动对接组以及企业、市场和村居
等三大巡查指导组，“若发现隔离或健康观察对
象发热的，请第一时间与镇防疫办联系。对于企
业集中隔离点的日常工作，我们已落实医护人员
每天上门进行指导，隔离点的生活垃圾也会由我
镇市容所的专车专人上门收集，送至区级定点作
统一处置。”全镇还发动近 2000名志愿者安排到
所有村居，通过紧密沟通协作，扎实推进了全镇
层面的人员排摸、社区防控、复工服务等。

截至记者发稿，长兴镇四大驻岛央企六家公
司员工数共计 57598人，其中沪籍员工 8255人、

外省市员工 49343人，复工率为 95.43%。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上海长兴海洋装
备产业园区同样积极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尽快实
现复工复产。正是有了这种当好“店小二”的服务
精神， 让园区在 2019年累计实现税收 3.2亿元
（新兴企业），较前年实现 6倍增长。

“服务就是园区的产品，为企业提供最好的
服务，就是园区的核心产品。”长兴产业园区董事
长郁葱说，为做好企业招商工作，长兴产业园区
组建了楼宇经济、校友经济、金融等 15个招商部
门，提供多种招商服务模式，让不同企业根据自
身所处行业和需求选择服务。在此基础上还创立
“一站式服务”， 将 15个招商部门引入的企业全
部归至一个部门对接，建立服务档案，整合办事
流程，提升办事效率。长兴产业园区还成立了专
业的财税、法律、人才等服务团队，为企业提供个
性化、精准化的服务，尤其针对跨区迁移、企业注
销、惠企政策解读等事项，提供针对性措施和政
策援助，解除企业后顾之忧。

春耕备耕忙，保障市民“菜篮子”

最近，稳定农户“菜园子”、保障市民“菜篮
子”，是农业农村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在崇明，

区农业农村委迅速出台相关补贴政策，给蔬菜种
植户吃“定心丸”，鼓励农业经营主体增加宅配业
务，做好产销对接工作。

崇明区充分利用网络优势，做好地产农产品
直送。2月初至今，崇明区农村农业委在官方微信
公众号“崇明三农”先后推送了多批崇明地产农
产品直送社区的信息，市民只需一个电话，想要
的生态蔬菜、崇明大米、新鲜水果就能送到家，非
常便利。所有基地蔬菜都直接送货上门，蔬菜品
种打包成套餐销售，套餐内容、价格、起送份数、

配送范围均事先在“崇明三农”上公示。“消费者
对‘地产农产品直送’关注度很高。自 2月 7日我
们推送活动信息后，短短两个多小时，便引起上
万消费者‘围观’，2000多人下单购买。”崇明区农
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同时，为满足市民绿叶菜宅配需求，崇明区
农业农村委制订了物流补贴政策，鼓励农业经营
主体增加宅配业务， 针对常年蔬菜种植面积 10

亩以上、在疫情期间依靠第三方物流配送量 1000

单以上、 以从事崇明绿叶菜宅配为主的涉农企
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补贴
第三方物流配送费的 50%，最高补贴 10元/单。

绿叶菜保供应方面，目前崇明区蔬菜种植面
积有 9万多亩， 其中绿叶菜种植面积 3.38万亩，

春节最高峰时期，绿叶菜上市量日均达 580吨左
右，目前上市量维持在日均 530吨左右。“为在疫
情防控期间保障市民买到平价菜， 吃上安全菜、

放心菜，我们推出了不少举措，比如组织基地稳
定生产， 日鑫等 12家合作社供应盒马鲜生和叮
咚买菜，平时供应量稳定在日均 20万单，春节高
峰期确保日供应 33万单， 目前日供应维持在 25

万单；我们还组织了数千人次的志愿者前往合作
社参与蔬菜保供应工作，同时鼓励合作社之间互
助共享运能，确保蔬菜尽早运往市区。”崇明区农
业农村委蔬菜科科长陈丹告诉记者。

如何在严控输入性疫情风险的同时，确保农产
品购销持续稳定？此前，崇明为外省市来崇收购农
产品人员设立了一处全区唯一的指定交易点。交易
点建于 G40高速向化出口附近， 占地 40余亩，重
点对花菜、芦笋、扣蟹等农产品交易行为进行规范
化管控。 在这个指定交易点共设有蔬菜交易区域
36个、扣蟹交易区域 22个，工作人员利用专用运
输短驳车将农产品运至交易点进行集中交易。

目前， 崇明各项春耕备耕工作正有序推进，

计划春季耕地 26.3 万亩， 耕整地机械化率达
100%。“我们聚焦需求量较大的种子、肥料、农药
等农资，持续加大经营门店巡查检查力度，督促
企业严格落实购销台账、索证索票、实名购买等
制度，保障农资供应安全、使用高效。”区农业农
村委相关负责人说，崇明正加强农机管理，对全
区 1302 台大中型拖拉机、483 台插秧机、278 台
穴播机进行检修、配件维护，保证农机正常工作，

确保春耕生产。

花博园施工现场 郑宪章 摄 崇明生态大道“生态眼”效果图

崇明智慧生态花卉园 吴雄 摄

崇明竖新镇春景 陆一 摄

蔬菜合作社保障市民“菜篮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