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委员制”，是沪浙毗

邻地区干部交叉任职的探索

突破，也是“毗邻党建”、干部

共育的全新举措。实行双委

员制，探索“双线工作法”，即

结对村党组织委员相互交叉

任职，突破行政边界，提高处

理毗邻地区事务的速度、质

量和水平。在新冠疫情特殊

时期，“毗邻党建”带动毗邻

地区各级各类党组织携手行

动，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

斗堡垒作用，疫情防控一盘

棋，使特殊时期的边界“可控

性畅通”。

金山区枫泾镇新元村和

嘉善县姚庄镇展丰村，两村一

水之隔、一桥相连。在疫情防

控期间，两个村庄积极开展联

防联控，在界桥中间设置隔离

网，严控人员往来，阻断疫

情。但问题也随之而来，春耕

备耕时节需要的部分化肥和

秧苗，往年都是从浙江省嘉善

县购买的。今年开春疫情防

控正处于关键阶段，农户不敢

懈怠，但也怕误农时，新元村里的大农

户们纷纷给村党总支书记沈伟峰打电

话，农业生产一环扣着一环，现在结果

期没有堆肥，葡萄接下来就不结果或者

果子很小，达不到销售要求。

在收到农户们的诉求后，沈伟峰立

马向隔壁邻居浙江省姚庄镇展丰村总

支书记寻求帮助。“由于疫情防控需要，

我们商量后，决定由他们的村干部帮我

们购买物资，再以“空投”的方式，送到

新元村，再由我们接力送到农户和村民

手里。”当天上午，沈伟峰开着小货车，

如约来到了连通新元村与展丰村的张

文塘桥坡下。站在桥面上的展丰村村

干部们正陆续将化肥、农药、秧苗等物

资从他们那头运到新元村这头。“这些

农资可来之不易啊！特别感谢，解决了

我们的燃眉之急。”在新元村共种植了

50亩葡萄地的孙火林在收到农资后连

连道谢。“我等得起，葡萄等不起，眼下

正是葡萄结果的关键期，尤其需要肥料

助长。”孙火林道出了急需化肥的缘由。

因为“双委员制”，两村的支部书记

积极发挥两地上级党组织签订的“毗邻

党建”平台作用，做好疫情防控和春耕

春种之间的有效衔接。在这场战疫中，

毗邻村守望相助的故事一直在上演，沪

浙联手，共建共享，扩大“双委员制”工

作效应，特殊时期的省际边界联合党支

部联动联防联控迅速有效。一桩桩、一

件件，精准施策，解决了企业复工复产

难题，形成动态的共建共治新局面。

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

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

域之一，经济总量占全国的 1/4 左右。

“毗邻党建”在联动发展中的“黏合”

“搭扣”作用已逐渐显现。金山、嘉兴

健全完善事务共商、工作共推、责任共

担等工作机制，建立“轮值主席”制度，

定期召开联席工作会议，研究确定年

度重点合作事项，建立两地党委组织

部门、相关职能部门（地区）、街镇、村

居（社区）四级联动的运行体系。

“毗邻党建”的实践探索，拓展城

市区域化党建内涵外延，是跨界基层

社会治理方式的重要创新，是助推长

三角一体化协调发展的重要形式，为

推进长三角一体化更高质量发展提供

了鲜活经验和实践样本，具有重要的

借鉴和推广价值。

（作者系中共金山区委党校科研室主任）

“毗邻党建”引领跨界治理“共同体”
□程艳

责任编辑 冯生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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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既是发展的引领，也是发展的保障。上海金山和浙江嘉兴在“毗邻党

建”的引领下，开放共融、凝聚合力，通过地方党组织到基层党组织的密切互

动，构建一系列党建联建新机制，携手打造跨界治理新格局。

“一桥两山塘，党建一线牵”，在

上海金山与浙江平湖交界，一座石桥

连接廊下镇山塘村与广陈镇山塘

村。两村分属沪浙两地，一个在南，

一个在北，名字也相同，百姓往来密

切、联姻颇多。当地群众喜欢称这两

个村为南北山塘。两个村子面积、人

口几乎一模一样，窄窄的山塘桥把两

个历史人文、风俗习惯几乎一模一样

的地方“劈”成两半。百姓往来密切，

“跨界买菜”十分常见，“跨界嫁娶”也

是常事。

2020 年 9 月，新建的明月桥落

成，当地人又叫它“连心桥”，与山塘

古桥遥相呼应。建桥一事，是南北山

塘一体化发展的一个缩影。明月桥

成了两地往来的友谊桥，也连接着上

海与浙江联动发展的脉搏。“从竞争

到协同再到协调，毗邻党建打开跨省

古镇旅游联动发展新局面。”北山塘

村负责人坦言，因为分属不同的行政

区域，两个山塘村之间曾经也存在竞

争关系。“我们正在筹划成立一个旅

游协会，统筹协调南北山塘的旅游资

源，包括民宿、农家乐等，在发掘各自

优势资源的前提下，按照吃在南山

塘、住在北山塘的定位，让两个山塘

村更加紧密地抱成一团。”金山廊下

山塘村已被列入上海市第二批乡村

振兴示范村建设名单，在区域联动发

展的探索和实践中，南北山塘早已是

“共同体”。

在“毗邻党建”的引领下，两地在

旅游、文化、环境等各方面的合作，成

果越结越丰。2020 年 7 月 1 日，廊下

山塘的毗邻党建展示馆正式开馆，展

示了近年来两地通过“毗邻党建”抱

团发展的成果。而随着合作的愈加

频繁，两村党组织也亲如一家。如

今，南北山塘正通过规划一体、景区

同创、平安联防、治理同步，让边界感

在山塘村越来越模糊。

贯彻“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的方

针，在“毗邻党建”引领下，上海金山

区廊下镇、张堰镇、吕巷镇联合沪浙

毗邻的浙江省平湖市广陈镇、新仓镇

组团发展，走出了一条长三角“田园

五镇”激发内生动力实现内源增长、

以农业振兴农村的新路径。

长三角“田园五镇”一体化协同发

展战略以廊下郊野公园为核心，一二

三产联合发展，田园变公园、劳动变运

动、农房变客房，五镇走出了一条“花

园式、组团式，政府带动，以绿生金”为

内涵的生态G5发展之路，把绿水青山

建设得更美，把金山银山打造得更

大。廊下和毗邻的广陈、吕巷、新仓、

张堰五镇的总面积为 255 平方公里，

地缘相近、人文相亲、产业相融。在乡

村振兴的大形势下，地处长三角绿核

的五镇因势利导，通过做出田园五镇

先行区这个“棋眼”，做活长三角乡村

振兴一体化发展“一盘棋”。先行区建

设不是五镇简单叠加，而是文化、资

源、产业、空间、政策等多层次、多维度

的错位发展、互补发展，顺势而为走上

了抱团发展的金路子。

金山、嘉兴两地将在先行区内探

索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

法和制度成果，逐步放大“田园五镇”

的整体优势和溢出效应，最终实现体

制机制上的优势聚合、产业功能上的

优势互补、政策措施上的优势叠加。

两地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东风里，

共同奏响新时代的田园牧歌、复兴升

级版的农耕文明、建设世界级的诗画

江南，打造高质量的“田园五镇”乡村

振兴先行区。

以“毗邻党建”为引领，把党

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推

动长三角卫生健康各领域深层次

合作共赢的发展成效，持续引领

长三角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联动

发展，切实回应区域经济社会一

体化发展的时代趋势。在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上海

市金山区、青浦区、松江区，江苏

省苏州市吴江区，浙江省嘉兴市、

嘉善县、平湖市7个卫生监督机构

坚持以“毗邻党建”为引领，在上

海金山区签署《推进长三角卫生

行政执法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

合作共建协议》，全面开启了“毗

邻党建”引领下的长三角7县（市、

区）卫生执法联动开展的新格局，

形成了“毗邻卫监‘6+1’”合作品

牌。同时，以建设综合执法监督

协调联动机制为主旨的《长三角

卫生监督综合执法一体化发展合

作备忘录》《长三角区域卫生监督

联动执法实施办法》等框架文件

也相继签署颁布，在党建共建、联

动执法、联合培训等方面做了积

极探索，取得了宝贵经验，标志着

卫生监督综合执法一体化进程迈

出坚实一步。

“南北山塘”打开跨省联动发展新格局

“田园五镇”下活长三角乡村振兴“一盘棋”

﹃
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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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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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
破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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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复
产
难
题“毗邻卫监‘6+1’”

引领长三角卫生监督一体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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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上海市金山区旋火鸡炸鸡店遗

失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正 本 编 号 ：

280010202007130031，副 本 编 号 ：

280010202007130032，遗失食品经营

许可证，编号：JY23101160217611,声
明作废。

上海市金山区怡宸面包店遗失

食 品 经 营 许 可 证 ，许 可 证 编 号 ：

JY23101160046466，声明作废。

上海市金山区今时时装店遗失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副 本 编 号 ：

280010201604200070，声明作废。

上海市金山区王燕利小吃店遗

失 食 品 经 营 许 可 证 正 本 ，编 号 ：

JY23101160216931，遗失营业执照正

本，正本编号：28001020200612006，
声明作废。

上海市金山区鲍继均建筑材料

经营部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正本编

号：280010201203270146，副本编号：

280010201203270145，声明作废。

上海市金山区花隐花店遗失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正 本 编 号 ：

280010201611080035，副 本 编 号 ：

280010201611080036，声明作废。

近日，位于朱泾镇万安街的吴良

材眼镜加盟店恢复营业，逐渐有了往

日的人气。而享受到租金减免政策，

更是让店长虞海霞十分欣慰。“根据

政策，减免了我们 4至 9月的租金，真

是解了燃眉之急，极大缓解了我们的

经济压力。”

原来，吴良材眼镜加盟店在疫情

期间停业了将近两个多月，期间没有

任何营业额，还要支付员工的工资、

社保、店铺租金等。“我们店铺不大，

这些支出对我们来说是很大一笔资

金。”虞海霞说。就在这时，金山商业

集团、区供销社了解到该店铺的情况

后，主动与商家对接，传达相关政

策。按照要求，虞海霞提交了免租申

请书、营业执照副本、小微企业证明

等一系列相关材料，审批完成后即可

享受减免政策。

除了像吴良材眼镜加盟店这样

的个体工商户之外，不少小微企业也

在政策的扶持下，逐渐恢复正常经

营。在上海三干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厂区，车来车往，一派忙碌的运输景

象。该企业从事塔吊租赁业务，原来

主要面向各大建筑工地，但由于疫情

封控的原因，遇到了建筑工地停工，

运输不便等问题。

“在封控的两个月里，我们的塔

吊大部分只能闲置在场地上，导致我

们的货物积压，资金也没有办法回

笼。”上海三干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厂

区负责人周乾介绍说，此次疫情，让

他们受到了不少影响，而金山商业集

团、区供销社及时为企业减免了六个

月租金，缓解了企业的资金压力，为

他们后续恢复经营给予了很大帮助。

根据《金山区加快经济恢复推

动转型发展的实施方案》中房租减

免相关政策，金山商业集团、区供

销社积极落实区委、区政府及区国

资委关于做好国有企业房屋租金

减免工作的总体要求，第一时间制

定免租方案，通过上门传达政策、

精准排摸信息等一系列举措，认真

核实租户情况，加快落实疫情租金

减免工作，确保免租措施惠及最终

承租人，帮助系统内租赁企业减负

纾困，共克时艰，体现国企担当和

责任。“疫情期间，商业集团、供销

社各租赁商户出现了不同程度的

经营困难，直接影响了商户的经营

信心。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我们积

极为他们排忧解难，用力所能及的

方式去帮助他们，助力企业发展。”

金山商业集团、区供销社下属资产

经营企业总经理许晖表示。

为尽快减轻疫情对小微企业生

产经营的影响，金山商业集团、区供

销社主动对接企业需求，强化各项服

务保障，畅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

里”，为千余户承租户减免六个月租

金，帮助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纾困

解难。据统计，金山商业集团、区供

销社将为 1100 余户小微企业及承租

户减免租金约3600万元。

记者 朱奕 吕瑶 倪晏清
通讯员 翟玉华

金山商业集团将为承租户减免租金约3600万元

“负担轻了，发展的信心更足了”

近日，我区18.3万亩水稻进入分蘖期。为保证秋粮丰产丰收，农户们运用植保无人机高效施肥，并做好田间

管理，提高水稻产量。图为廊下镇万亩粮田内，一台植保无人机在喷施肥料。

记者 熊雪寒 顾青凡/文 庄毅/图

（上接第1版）加快推动经济

步入企稳回升轨道。

刘健指出，要始终厚植

人民情怀，在优化服务中建

设人民城市。要以优质的供

给服务人民，办好人民满意

的教育，深化就业创业服务，

优化“五位一体”社会养老服

务体系，加强公共卫生体系

建设，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

体系。要以务实的举措办好

实事，巩固拓展“我为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深化细化

“爱心点名”“共享食堂”等一

批为群众办实事的工作品

牌。要以良好的环境造福人

民，扎实开展第三轮环境综

合整治，深入开展国家生态

文明建设示范区创建，加快

城市运行和应急体系建设，

加快打造更高水平的“升级

版”平安金山、法治金山。

刘健强调，要始终坚持党

建引领，在守正创新中强化基

层基础。要坚持把抓好党建

作为最大的政绩，全面落实新

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不断强

化基层队伍、党群阵地和纪律

作风建设，持续做优“毗邻党建”品牌、

不断做实“产业集群党建”品牌、继续

做强“农村党建”品牌，深入学习获评

的“感动金山”人物（团队）信仰坚定、

立志为民、与时俱进、矢志创新、爱岗

敬业、持续奋斗、乐善崇德、回馈社会

的特质，不断提高党的政治领导力、思

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

确保我们党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会上，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枫

泾镇、“感动金山”人物（团队）代表、

新跃物流等围绕学习贯彻市第十二

次党代表大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市

委“南北转型”战略要求，统筹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立足各自工作实

际，分享宝贵经验，进行交流发言。

会前，区领导一行还前往位于金

山卫镇的初心馆，开展集体重温入党

誓词活动，并观看微党课《看齐》。在

刘健的带领下，区领导一行高举右手、

神情肃穆，整齐划一地向党旗庄严宣

誓，通过重温入党誓词的形式，进一步

滋养初心、引领使命，郑重宣示对党绝

对忠诚、矢志不渝奋斗、走好新的赶考

之路的坚定决心。宣誓后，区领导一

行还现场了解“云上初心馆”建设情

况，并实地参观初心馆，认真听取讲

解，不时驻足观看，在文字与实物中重

温党的初心使命、传承红色基因。

（上接第1版）持续深化全过程人民

民主，着力创造高品质生活。要构

建现代治理体系，在人本化、绿色

化、数字化、法治化上下功夫，加快

推动治理理念、治理模式、治理手段

创新，着力实现高效能治理。要弘

扬伟大建党精神，抓好党的政治建

设，抓强干部人才队伍建设，抓实基

层组织建设，全面推进高水平党建。

刘健指出，要认真组织安排，全

力抓好市第十二次党代会和十二届

市委一次全会精神的学习宣传。要

抓好传达学习，及时把广大党员干

部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党代会的

决策部署上来，把学习宣传贯彻的

实际成效转化为防疫情、促发展、惠

民生、保安全的强大动力。要抓好

宣传引导，注重导向性、群众性和精

准性，更好帮助广大干部群众全面

准确理解市党代会精神。要抓好教

育培训，既要做好全员培训、确保全

区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全覆盖，又要

做好日常培训，确保学在经常、常学

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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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会议精神上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