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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本报讯 市委常委会昨天下午举行会

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江泽民同志追

悼大会上所致悼词、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

神，审议通过《关于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

班子监督的实施意见》，研究基本养老服务

体系建设、生态环保督察整改等工作。市委

书记陈吉宁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要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

功伟绩，永远铭记江泽民同志为上海城市发

展付出的巨大心血、打下的坚实基础、作出

的突出贡献，学习和传承江泽民同志的思

想、精神、风范，化悲痛为力量，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承江泽民

同志的遗志，不断开创上海改革发展新局

面，为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

业作出新的贡献。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

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

护”，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

力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中走在前

列。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建设属于人

民、服务人民、成就人民的美好城市。勇于

挑最重的担子、啃最硬的骨头，当好改革开

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大力弘扬伟大

建党精神，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依

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

会议指出，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

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党的

二十大精神为指引，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

节提前谋划、狠抓落实，全力巩固经济回升向

好势头，以真抓实干的实际行动展现全面推

进现代化建设的新气象。坚持稳中求进、稳

字当头，进一步提振市场信心，做深做透高水

平改革开放大文章，大力推进高水平科技自

立自强，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有效防范化

解风险。以自我革命精神深入推进全面从严

治党，在政治监督、纠治“四风”、惩治腐败、深

化治理上持续用力，推动警示教育制度化、常

态化，保持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会议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

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的重要意

义，以党内监督带动各类监督，凝聚监督合

力，织牢织密监督之网，督促各级领导干部

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确保各项监

督措施落到实处。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推进我市基本养老

服务体系建设的实施方案》，指出要坚持党

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落实各方责

任，补上短板弱项，强化科技赋能，丰富养老

服务供给，提高养老服务质量，深化基本养

老服务体系建设。会议审议通过《上海市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办法》。

本报讯 市委常委会昨天

下午举行议军会议，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研究推

进国防动员和驻沪部队建设，

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全市党管武

装工作。市委书记、上海警备

区党委第一书记陈吉宁主持会

议并讲话。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主席

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指示

精神，听取驻沪部队全面建设

情况汇报。

会议指出，过去一年来，驻

沪部队坚决贯彻习近平强军思

想，强化政治建设、加紧练兵备

战、深化国防动员、巩固军民团

结，各方面工作取得新进展新

成效，在疫情防控、防汛防台、

进博安保等重大任务上勇挑重

担，为上海经济社会发展作出

重要贡献。

会议指出，要把学习贯彻

习近平强军思想与学习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紧密结合起来，

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

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政治站

位、更强大局意识加强军地战

略规划统筹、政策制度衔接、资

源要素共享、服务保障配套，服

务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各区、

各部门要切实履行党管武装政

治责任，做到“两个班子”一起

建、“两项建设”一起抓。聚焦

打赢使命，全面提高新时代备

战打仗能力。

会议指出，要传承好、发扬

好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光荣

传统，不断提升上海双拥工作

水平，持续巩固军政军民团

结。以新一轮双拥模范城评选

为契机，以对党和人民军队事

业高度负责的精神，满怀热情、

下大力气为部队官兵和退役军

人排忧解难，全面提升服务保

障水平。希望驻沪部队立足地方所需、群众所

盼、部队所能，积极投身上海经济社会发展，为

上海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际大都市保驾护航。

上海市和驻沪部队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本报讯 上海市政府昨天举行2022年

“上海市荣誉市民”“白玉兰荣誉奖”颁授仪

式。法国籍人士安东尼奥 ·杜雅特、新加坡

籍人士黄志源获“上海市荣誉市民”称号，意

大利籍人士卡西莫 ·斑比等10人获“白玉兰

荣誉奖”。上海市市长龚正为获奖者及代表

颁授奖章、证书，并会见了“荣誉市民”。

今年荣获“上海市荣誉市民”的安东尼

奥 ·杜雅特是杜雅特涉外经济创兴文化园区

董事长，长期投身上海与欧洲经贸合作，33

年前就来到上海参与经济建设，2009年投资

创办杜雅特涉外经济创兴园区，为上海引进

近百家欧洲企业，并积极推动中外文化交

流。黄志源是金光集团董事长兼总裁，一直

看好上海、投资上海，1998年在沪设立全球

总部，是上海最早一批跨国公司地区总部，

深度参与城市建设，并心系公益事业发展。

在会见安东尼奥 ·杜雅特、黄志源的代

表黄强时，龚正代表市政府，感谢“荣誉市

民”多年来为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外友好

交往作出的突出贡献。他说，当前我们正按

照习近平主席对上海发展的战略定位，加快

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际大都市。希望各界外籍人士与上海共享

发展机遇、共筑美好梦想，上海将为国际人

才在沪工作生活创造更好条件，为各类企业

做大做强打造一流环境。

此次荣获“白玉兰荣誉奖”的10位外籍

人士分别来自美国、尼泊尔、意大利、澳大利

亚、加拿大，他们是：复旦大学物理学系谢希

德青年特聘教授卡西莫 ·斑比，洲际酒店集

团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周卓瓴，完美世界征

奇（上海）多媒体科技有限公司总裁顾黎明，

上海和睦家医院高级助理骨科医生阿思势，

上海市质子重离子医院首席物理师、放射物

理科主任麦克 ·法利 ·莫耶，上海思博职业技

术学院董事副校长、教授沈小平，旧金山湾

区委员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吉姆 ·旺德曼，

博世（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徐大

全，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药物靶标结

构与功能中心主任徐华强，杜邦公司亚太区

总裁兼全球副总裁张毅。

副市长宗明致辞并参加会见。获奖者

代表阿思势发表获奖感言。另有50位外籍

人士荣获今年的“白玉兰纪念奖”。

“大雪”节气刚过，崇明岛上的光明农业

发展集团崇明基地一片恬静。田间地头，今

年的冬小麦赶在11月中旬前已全部播种完

毕。一棵棵翠绿的麦苗破土而出，展现出勃

勃生机。别看地里见不到人影，田间管理却

不松懈，一台无人机低空飞过，就把农情数

据传回后台。办公室里，年轻的农技人员成

为“指挥员”，在线分析农情、调度农事。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加快建设农

业强国，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

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如何建设

农业强国？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在光明农

业发展集团的发展蓝图中，数字化应用遍

地开花，无人智慧农场描绘出一幅现代农业

新场景。

办公室里遥控种田
上午9时不到，光明农发集团长江农业

副总经理张强走进办公室，第一件事就是打

开电脑，查看最新的农情数据。与此同时，

几架极飞无人机正“嗡嗡”鸣响，按照既定的

路线，飞翔在农场的田垄之上。

“冬小麦播种之后，近期我们主要的工

作就是田间管理，掌握麦苗的长势，及时调

整种植技术。”这些工作由谁来做？除了农

技人员，还有火眼金睛的“无人机”作为帮

手，让田间管理变得更便捷、更智慧。

“以一条1公里长的条田为例，无人机飞

一次只要3分钟，就能知道麦苗长得有多高，

密度如何，土地是否平整，杂草和害虫出现

在哪里，甚至还能识别出杂草的种类。而同

样的工作如果交给人力来做，边走边看差不

多要花一小时。”

张强告诉记者，无人机巡田能够建立起

作物生命周期情报站，采用“空天地”一体化

大田监测技术，即利用高分遥感技术、农业

物联网检测、低空无人机遥感等技术，对作

物生长进行实时的全维度全周期监控，降低

对劳动力的依赖，巡田效率可以提高20倍。

“2010年，我从扬州大学毕业后，就来到

了长江农业，当时还跟着老师傅天天在田里

跑，背着农药箱下地，但现在的工作场景已

经有了天壤之别。”他说，如今无论是病虫害

调查，还是作物长势，都可以通过技术手段

来掌握，坐在办公室里的技术团队分析数

据、集中决策，再决定是否要给麦苗施肥或

打药，而具体执行就能交给无人机。

只要对施肥、施药的区域规划好航线，

并进行起飞设置后，无人机就会按照既定

路线自动飞行作业。与此同时，工作人员

能在后台实时监测飞行轨迹、速度和喷洒

量等，实现植保、施肥的时间、匀度和轨迹

的精准化，提高粮食全生育期病虫草害的

防治效率和质量，降低农机作业对作物的

碾压，根据测算，土地利用率可提高5%，亩

产增加50斤。

模式可复制可推广
作为上海的“农业航母”，光明农发集团

不仅是保障粮食供应的“压舱石”，也是夯实

数字农业发展基础的主力军。

近年来，围绕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农田、

农时、农机、农艺、农管、农资和农事七个关

键因素，光明农发集团依托物联网、云计算、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了农情全方

位监测、农机自动驾驶及智能调度、智能灌

溉、智能设备自主作业等关键场景的无人

化、智能化管理。

光明农发集团信息中心总经理骆静表

示：“从推进粮食种植在耕、种、管、收的各环

节向减人化模式迈进，到构建起全方面的数

字化、智能化和智慧化农业生产场景，光明正

在塑造数字农业生产技术新体系，形成智慧

农场标准和模式，现已建成一套易操作、高效

率、可复制推广的无人农场‘光明’模式。”

“不仅是田间管理，在农忙季节，智能灌

溉、无人农机等技术都已在无人农场应用。”

他说，通过北斗高精度定向定位天线和差分

技术，后台能够监测到无人农机的实时位置

信息和方向信息，再结合控制算法模型，实

现农机的自动驾驶，从机库到田间，实现粮

食生产耕种管收全流程无人化作业。

“‘面朝黄土背朝天’是大家对种田的传

统看法，但在无人农场里，这样的场景已经

很少了，‘汗水农业’变成了‘智慧农业’。”骆

静告诉记者，目前这套数字化、智能化的农

业生产场景已在集团域外农场试点2万亩，

实践证明可节约劳动力80%、节水节电

20%、减少化肥使用10%，实现粮食增产5%

的目标。接下来将在崇明继续试点推广，力

求建成一个全国领先的万亩无人农场数字

化转型示范标杆。 本报记者 张钰芸

业时代 业征程 业伟业

“汗水农业”变身“智慧农业”
崇明万亩无人农场描绘现代农业新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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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达学习总书记在江泽民同志追悼大会上
所致悼词、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

不断开创上海改革发展新局面
市委常委会举行会议，要求全力巩固经济回升向好势头，陈吉宁主持

上海市荣誉市民和白玉兰荣誉奖颁授
龚正颁授奖章证书，并会见“荣誉市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