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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对帮扶奔小康 情满乡村幸福路
上汽集团牵手崇明等结对村共建美丽新农村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少；；共同富裕共同富裕

路上路上，，一个也不能掉队一个也不能掉队。。

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战略、、村企结村企结

对对、、爱心帮扶爱心帮扶，，上汽一直上汽一直

在行动在行动。。

20072007 年年，，为统筹城乡为统筹城乡

经济社会发展经济社会发展、、加快社会加快社会

主义新农村建设主义新农村建设，，在上海在上海

市委的统一领导下市委的统一领导下，，上汽上汽

开展了企业与经济基础相开展了企业与经济基础相

对薄弱的村镇结对对薄弱的村镇结对，，从资从资

金金、、项目项目、、技术技术、、人才等人才等

方面给予重点帮扶方面给予重点帮扶。。

上汽集团总部及华域上汽集团总部及华域

车身车身、、上汽通用上汽通用、、上汽大上汽大

众众 44 家单位党委分别与崇家单位党委分别与崇

明中兴镇胜利村明中兴镇胜利村、、滧滧中中

村村、、中兴村中兴村、、汲浜村开启汲浜村开启

了第一轮为期三年的结对了第一轮为期三年的结对

帮扶行动帮扶行动。。

20102010 年年，，在第二轮帮在第二轮帮

扶行动中扶行动中，，联合电子联合电子、、延延

锋公司锋公司、、上汽销售上汽销售 33 家单家单

位也加入了帮扶行列位也加入了帮扶行列，，分分

别与崇明中兴镇爱国村别与崇明中兴镇爱国村、、

永隆村永隆村、、富圩村结对富圩村结对。。

20132013 年年，，77 家单位开家单位开

启了第三轮帮扶行动启了第三轮帮扶行动，，继继

续结对经济薄弱村续结对经济薄弱村。。

20182018 年以来年以来，，在第四在第四

轮帮扶行动中轮帮扶行动中，，结对村数结对村数

量扩大到量扩大到 99 个个，，范围覆盖范围覆盖

崇明到金山崇明到金山。。上汽大通上汽大通、、

上柴股份上柴股份、、上汽安吉物上汽安吉物

流流、、华域视觉……参与结华域视觉……参与结

对帮扶的企业越来越多对帮扶的企业越来越多，，

辐射范围越来越广辐射范围越来越广。。

1313年风雨兼程年风雨兼程，，1313年年

携手并进携手并进，，四轮结对帮扶四轮结对帮扶

初心不改初心不改、、力度不减力度不减。。上上

汽不断加大乡村结对帮扶汽不断加大乡村结对帮扶

力度力度，，累计投入帮扶资金累计投入帮扶资金

超过超过15001500万元万元，，增强增强““造造

血血””功能功能，，增加经济收增加经济收

入入，，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基础设施建设，，

对口村在结对中发展对口村在结对中发展、、在在

发展中振兴发展中振兴。。

截至截至20192019年年底年年底，，中中

兴镇的经济发展持续向兴镇的经济发展持续向

好好，，社会增加值由社会增加值由20072007年年

的的 33..0909 亿元增加至亿元增加至 88..5050 亿亿

元元，，增长增长 22..7575 倍倍；；农民收农民收

入持续增长入持续增长，，家庭人均收家庭人均收

入由入由 52795279 元增加至元增加至 2631026310

元元，，增长增长 55 倍倍。。乡亲们的乡亲们的

生活像芝麻开花节节高生活像芝麻开花节节高，，

获得感和幸福感洋溢在希获得感和幸福感洋溢在希

望的田野上望的田野上。。

崇明素有上海后花园崇明素有上海后花园

的美誉的美誉，，建设美丽乡村既建设美丽乡村既

要保护好生态环境要保护好生态环境，，又要又要

提升村容村貌提升村容村貌，，更要改善更要改善

人居条件人居条件。。中兴镇结对村中兴镇结对村

原本基础设施差原本基础设施差、、村民出村民出

行难行难、、村容村貌相对落后村容村貌相对落后。。

上汽总部援建胜利村上汽总部援建胜利村

的垃圾分类定时投放亭的垃圾分类定时投放亭，，

华域视觉援建永隆村的华域视觉援建永隆村的

““华域视觉华域视觉””路路、、水上花水上花

园园，，还有各家单位援建的还有各家单位援建的

老年活动室……如今老年活动室……如今，，水水

泥道路从村口延伸到家门泥道路从村口延伸到家门

前前，，告别了下雨天的泥告别了下雨天的泥

泞泞；；黑臭河道经过治理黑臭河道经过治理

后后，，河水更清澈河水更清澈；；改建乡改建乡

村厕所村厕所、、改善垃圾分类改善垃圾分类

点点，，村民们的生活更舒适村民们的生活更舒适。。

滧滧中村位于中兴镇的中村位于中兴镇的

最南端最南端，，和东滩湿地公园和东滩湿地公园

相隔不远相隔不远，，他们聚焦美丽他们聚焦美丽

乡 村 建 设乡 村 建 设 ，， 大大

力推进力推进““净化环境净化环境、、美化美化

庭院庭院”“”“垃圾分类垃圾分类””等等。。在在

华域车身的支持下华域车身的支持下，，6060盏盏

太阳能路灯照亮了道路太阳能路灯照亮了道路，，

道路两旁种上了绿化道路两旁种上了绿化，，村村

民们自发清理房屋周围积民们自发清理房屋周围积

存的垃圾存的垃圾，，家家房前屋后家家房前屋后

都有小花园都有小花园、、小菜园小菜园、、小小

果园果园；；增添了简易垃圾增添了简易垃圾

房房，，垃圾分类也成了村民垃圾分类也成了村民

们的新时尚们的新时尚。。村民们高兴村民们高兴

地说地说，，我们村现在我们村现在““村净村净

水清水清””面貌大变样面貌大变样，，晚上晚上

出门再也不怕黑了出门再也不怕黑了。。

““想当初刚结对的时想当初刚结对的时

候候，，你们来一趟多麻烦你们来一趟多麻烦，，

要坐船要坐船，，若天气不好若天气不好，，轮轮

渡还要停航渡还要停航，，来回路上真来回路上真

是折腾是折腾。。现在好了现在好了，，隧桥隧桥

修好了修好了，，开车子过来方便开车子过来方便

多了多了。。以后地铁再一通以后地铁再一通，，

从咱们崇明到市区更是一从咱们崇明到市区更是一

抬脚的功夫了抬脚的功夫了。。””

走在走在滧滧中村的乡间小中村的乡间小

路上路上，，听着村干部闲话从听着村干部闲话从

前前，，看着沿途的田园风看着沿途的田园风

光光，，哪里还有半点当年破哪里还有半点当年破

旧农村的落后样子旧农村的落后样子。。面对面对

这巨大的变化这巨大的变化，，华域车身华域车身

的共建联络员党务工作部的共建联络员党务工作部

高晓华打心底里感慨万高晓华打心底里感慨万

千千：：村子的改变村子的改变，，就是时就是时

代的缩影代的缩影，，新时代让我们新时代让我们

共享未来共享未来。。

齐心走出新路子，助力生产促增收

乡村振兴必须出实乡村振兴必须出实

招招、、干实事干实事、、见实效见实效，，

中心镇的领导在交流会中心镇的领导在交流会

上谈起前几年为保障村上谈起前几年为保障村

里 农 业 生 产 和 村 民 生里 农 业 生 产 和 村 民 生

活活，，上汽所开展的实事上汽所开展的实事

工程如数家珍工程如数家珍，，各单位各单位

共投入共投入260260余万元用于改余万元用于改

善基础设施善基础设施，，完成护坡完成护坡

2020..55 公里公里，，建设土路基建设土路基

6363..55公里公里，，疏浚沟河疏浚沟河22公公

里里，，还有出资还有出资150150万元成万元成

立四欣农机合作社立四欣农机合作社，，惠惠

及及 77 个村的个村的 86008600 余户次余户次

村民村民。。这些都有效改善这些都有效改善

了农村出行和生产生活了农村出行和生产生活

条件条件，，被村里老百姓形被村里老百姓形

象地称为象地称为““民心工程民心工程””。。

如今如今，，出行条件虽出行条件虽

然好了然好了，，金山吕巷和平金山吕巷和平

村的蟠桃村的蟠桃、、崇明中兴镇崇明中兴镇

的花菜等特色农产品却的花菜等特色农产品却

因为缺乏市场渠道而走因为缺乏市场渠道而走

不出村子不出村子。。如何才能把如何才能把

村民们辛苦种植的农产村民们辛苦种植的农产

品卖出好价钱品卖出好价钱，，成了帮成了帮

扶结对的一个心结扶结对的一个心结。。

为了帮助乡亲们增为了帮助乡亲们增

收收，，上汽通用上汽通用、、上柴股上柴股

份份、、华域车身等华域车身等 1010 多家多家

企业一直在行动企业一直在行动，，在线在线

下推广中兴镇万禾农场下推广中兴镇万禾农场

的有机农产品的有机农产品，，上汽总上汽总

部采购崇明的绿色农产部采购崇明的绿色农产

品 作 为 员 工 的 节 日 福品 作 为 员 工 的 节 日 福

利利，，上汽安悦上汽安悦ee生活的员生活的员

工福利平台上也同步上工福利平台上也同步上

架了崇明的有机大米架了崇明的有机大米。。

订单纷至沓来订单纷至沓来，，村民们村民们

的钱包鼓了的钱包鼓了，，他们乐在他们乐在

心里心里、、笑在脸上……笑在脸上……

今年今年44月月，，疫情的阴疫情的阴

霾未散霾未散，，上汽销售的同上汽销售的同

志 们 就 深 入 金 山 和 平志 们 就 深 入 金 山 和 平

村村，，和村民们一起琢磨和村民们一起琢磨

水果销售的路子水果销售的路子。。大家大家

按照时令和季节挑选出按照时令和季节挑选出

适合网上销售的水果适合网上销售的水果，，

借助上汽销售的借助上汽销售的““吉生吉生

活活””尝试网络营销尝试网络营销。。99月月

11日日，，首款首款““金山吕巷施金山吕巷施

泉葡萄泉葡萄””在在““吉鲜道吉鲜道””

闪亮上线闪亮上线，，展示了展示了““生生

态吕巷态吕巷、、幸福吕巷幸福吕巷””的的

特有魅力特有魅力。。目前目前，，火龙火龙

果果、、生态米生态米、、猕猴桃等农猕猴桃等农

产品也陆续上线了产品也陆续上线了，，销售销售

的渠道正在打开的渠道正在打开…………

爱心助学育新人，帮困济贫暖人心

结 对 帮 扶 既 要 帮 长结 对 帮 扶 既 要 帮 长

远远，，也要解急难也要解急难。。村里的村里的

经济条件相对较差经济条件相对较差，，结对结对

帮扶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帮扶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

帮助困难家庭帮助困难家庭，，扶助贫困扶助贫困

学生学生。。仅仅20132013开展结对帮开展结对帮

扶以来扶以来，，上汽结对企业累上汽结对企业累

计慰问困难村民计慰问困难村民 27832783 户户，，

发放慰问金近发放慰问金近 130130 万元万元；；

资助困难学生资助困难学生 693693 人次人次，，

资助金额近资助金额近7070万元万元。。逢年逢年

过节和开学季过节和开学季，，上汽结对上汽结对

企业的领导及员工都会走企业的领导及员工都会走

访慰问村里的老党员访慰问村里的老党员、、看看

望困难户望困难户、、热心资助贫困热心资助贫困

生生。。在第二轮帮扶行动在第二轮帮扶行动

中中，，各企业为每个村新各企业为每个村新

建建、、翻修了农业服务站翻修了农业服务站、、

老年活动室老年活动室，，科普农业知科普农业知

识识、、丰富群众文化资源丰富群众文化资源。。

““我知道联合电子我知道联合电子，，每每

年都来我家年都来我家，，谢谢你们的谢谢你们的

爱心爱心，，感恩感恩！！””身患渐冻症身患渐冻症

的小夏缓缓写下了上面的的小夏缓缓写下了上面的

话话。。虽然只有短短一行虽然只有短短一行

字字，，背后却饱含着长达背后却饱含着长达 77

年的情谊年的情谊。。

小 夏 家 住 爱 国 村小 夏 家 住 爱 国 村 。。

20102010年年，，2525岁的她被诊断岁的她被诊断

出了绝症出了绝症———渐冻症—渐冻症。。善善

良良、、勇敢的小夏在父母的勇敢的小夏在父母的

照料下顽强地与病魔做斗照料下顽强地与病魔做斗

争争。。长期支付医疗费用长期支付医疗费用，，

让小夏家的生活一下子陷让小夏家的生活一下子陷

入了窘境入了窘境。。20132013年结对以年结对以

来来，，联合电子每年都来探联合电子每年都来探

望小夏望小夏，，为她送上慰问为她送上慰问

金金，，关心她的身体状况关心她的身体状况，，

宽慰她的父母宽慰她的父母。。每次离开每次离开

时时，，小夏的父母都亲自送小夏的父母都亲自送

大家到路口后才转身回去大家到路口后才转身回去。。

““授人以鱼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不如授人

以渔以渔””。。教育是阻隔贫困代教育是阻隔贫困代

际传递的治本之策际传递的治本之策，，资助资助

困难学生完成学业困难学生完成学业，，让学让学

生真正成才生真正成才，，走好人生的走好人生的

关键一步关键一步，，这是上汽企业这是上汽企业

发自内心的关心与关爱发自内心的关心与关爱。。

上汽通用上汽通用1313年来累计年来累计

资助资助 280280 人次贫困学生人次贫困学生，，

帮困金额达帮困金额达3434万余元万余元，，1919

个党支部多年来与村民建个党支部多年来与村民建

立了深厚的情谊立了深厚的情谊。。

邵尹佳是上海工程技邵尹佳是上海工程技

术大学管理学院术大学管理学院20212021届的届的

毕业生毕业生，，她在高中她在高中、、大学大学

求学期间受到了上汽通用求学期间受到了上汽通用

长达长达 66 年的资助年的资助。。在参观在参观

上汽通用的活动中上汽通用的活动中，，邵尹邵尹

佳分享了自己成长的心路佳分享了自己成长的心路

历程历程。。她饱含深情地说她饱含深情地说：：

““上汽对我持续不断地资助上汽对我持续不断地资助

不仅给予了我物质生活上不仅给予了我物质生活上

的支持的支持，，更为我提供了一更为我提供了一

次接受高等教育次接受高等教育、、改变自改变自

身命运的机会身命运的机会，，让我感受让我感受

到了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到了一份宝贵的精神财

富富。。我相信我相信，，只要心怀梦只要心怀梦

想想，，努力奋斗努力奋斗，，一定会有一定会有

美好的生活美好的生活。。青春因磨砺青春因磨砺

而出彩而出彩，，人生因奋斗而升人生因奋斗而升

华华。。””

同心共绘美丽篇，共筑乡村新风貌

初心不变谋发展，合力打造“红风景”

乡村振兴是一盘大乡村振兴是一盘大

棋棋，，经济发展了经济发展了，，乡村乡村

的硬件环境变好了的硬件环境变好了，，村村

民的民的““精气神精气神””也要跟也要跟

上上，，要让党员在村民中要让党员在村民中

带好头带好头，，把党建融入乡把党建融入乡

村文明建设村文明建设。。通过村企通过村企

结对结对，，乡村党建活力迸乡村党建活力迸

发发，，成为一抹新亮色成为一抹新亮色。。

在崇明在崇明，，上汽大通上汽大通

举 办 了 一 次举 办 了 一 次 ““ 久 久 初久 久 初

心心、、砥砺前行砥砺前行————‘‘学学

四史四史’’主题党日活动主题党日活动””，，

大家把房车开到了中兴大家把房车开到了中兴

镇乡间田野镇乡间田野，，参观红色参观红色

基地基地，，体验绿色生态体验绿色生态。。

活动获得了大家一致好活动获得了大家一致好

评评。。这就是上汽大通和这就是上汽大通和

中兴镇万禾农场共同开中兴镇万禾农场共同开

发的发的、、拥有拥有55条主题党日条主题党日

活动路线的活动路线的““党建党建++””房房

车生态营地车生态营地。。

为打造好为打造好““党建党建++””

房车生态营地房车生态营地，，工作人工作人

员顶着炎炎夏日员顶着炎炎夏日，，手持手持

地图地图，，逐一探寻崇明的逐一探寻崇明的

红色革命教育基地红色革命教育基地，，一一

圈现场踩点跑下来圈现场踩点跑下来，，大大

家变成了家变成了““黑大汉黑大汉”“”“黑黑

美人美人””，，崇明区革命史迹崇明区革命史迹

展览馆等红色资源充实展览馆等红色资源充实

了了““党建党建++””内容内容，，让红让红

色主题学习色主题学习、、现代生活体现代生活体

验与崇明生态旅游相互融验与崇明生态旅游相互融

合合，，推动当地旅游经济的推动当地旅游经济的

发展发展，，““党建党建++””房车生态房车生态

营地也成为上汽集团营地也成为上汽集团““万万

名党员进党校名党员进党校””的教学服的教学服

务点务点。。

汲浜村有一个汲浜村有一个““老戴老戴

党群工作室党群工作室””，，老戴全名叫老戴全名叫

戴安昌戴安昌，，他从大众出租公他从大众出租公

司退休后回到村里司退休后回到村里，，主动主动

拿出家里约拿出家里约3030平方米的空平方米的空

置房置房，，作为党群工作室作为党群工作室，，

场地虽然不大场地虽然不大，，却承载了却承载了

老党员对党组织生活的向老党员对党组织生活的向

往往，，也成为村民学习也成为村民学习、、活活

动的公共场所动的公共场所。。深受老戴深受老戴

事迹的感染事迹的感染，，上汽安吉物上汽安吉物

流为活动室添置了学习书流为活动室添置了学习书

籍籍、、健身器械健身器械、、学习展学习展

板板，，使老有所学使老有所学、、老有所老有所

乐成为了现实乐成为了现实。。老戴兴奋老戴兴奋

地说地说：：““原本大家来这里学原本大家来这里学

习完了就散了习完了就散了，，现在有了现在有了

展板展板、、图书和健身器材图书和健身器材，，

大家留在这里学习交流的大家留在这里学习交流的

时间变长了时间变长了，，沟通变多沟通变多

了了，，这个装修真的值这个装修真的值。。””

一朝手牵手，永远心

连心。结对帮扶路上，上

汽人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

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

和结对村一起，共创美丽

乡村新局面。 （尚启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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