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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惠民“烩”出三大亮点

本报讯 近日，本县召开 2012 年
崇明县民政工作会议，副县长薛红出
席会议。

会议回顾总结了2011年工作，并
对 2012 年民政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据悉，2012年本县民政工作将牢固树
立“以民为本、为民解困、为民服务”
的宗旨，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
更加注重加强社会管理，更加注重服
务经济和国防建设，开拓创新、群策
群力，扎实推进民政事业发展。

薛红指出，本次会议旨在贯彻落
实县第十一次党代会和市民政工作
会议精神，围绕崇明生态岛建设和市
民政局“保民生、强基础、促人和”的
总体要求，统一思想，抓好基础，扎实
做好2012年各项民政工作。

薛红希望与会人员总结成绩，认
清形势，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
感；突出重点，解决难点，努力开创民
政事业新局面；加强领导，强化保障，
确保全年工作任务落到实处，全面推
进崇明民政事业的科学发展，以优异
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召开。

本县召开2012年崇明县
民政工作会议

以民为本、为民解困
推进民政事业发展

□记者 沈俊

□记者 沈俊

本报讯 2月13日下午，2012年崇
明县统战工作会议在城桥新城会议中
心召开。县委常委、县政协副主席、统
战部部长王为群，副县长冯志勇参加
会议。会议回顾了 2011 年本县统战
工作取得的成绩，并部署了2012年本
县统战工作。

王为群希望各相关部门认清形
势，统一思想，进一步增强做好新形势
下统战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围绕
中心，服务大局，全面推进统一战线各
领域工作；加强领导，增强合力，不断
开创统一战线工作新局面，为开创现
代化生态岛建设和“十二五”规划新局
面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会上，冯志勇还传达了市统战部
长会议精神，县文广影视局、陈家镇、
庙镇等相关单位负责人就如何做好统
战工作进行交流发言。

2012年崇明县统战工作
会议召开

为现代化生态岛
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2月16日起本县
实施内陆水域禁渔
□记者 杨企鹏

本报讯 近日，本县举行内陆水
域禁渔工作会议，会议明确，为巩固
崇明县渔业资源的增殖放流成果，促
进生态岛建设，保证崇明县渔业生产
的可持续发展，根据《上海市内陆水
域禁渔制度》规定，从2月16日起至5
月16日，实施内陆水域禁渔制度。

据悉，在为期三个月的内陆水域
禁渔期间，凡从事内陆水域渔业捕捞
的所有渔船，必须遵守《上海市内陆
水域禁渔期制度》的规定，停止一切
捕捞作业，全县区域内从事“丝网”、

“钓钩”等作业的均按内陆捕捞许可
证规定，在禁渔期间，停止一切生产
作业，全年禁止一切“电、毒、炸”鱼等
违法捕捞行为。

会议要求各乡镇和县渔政部门
广泛宣传教育，落实工作责任，依法
开展禁渔工作，确保本县内陆水域禁
渔工作顺利进行。

——记上海市优秀共产党员、东平镇公厕保洁员张永兴

一位公厕保洁员的为民情怀
□通讯员 石路 薛忠

从三十出头干到六旬“小老头”

保洁工作的标准是让群众满意
扫厕所也能成为“节能标兵”

2012年亚洲自行车场地锦标赛传来喜讯

□通讯员 高选忠

“崇明小将”黄丽获全能冠军

□崇宣

本报讯 2月13日，央视7套《每日
农经》摄制组一行来到崇明“一亩田”，
就如何在大都市背景下，发展数字化
有机农业进行采访录制。“一亩田”位
于向化镇，是全国第一家数字化有机
农场，在致力于为客户提供有机蔬菜
的同时，还以农产品追溯、网上订购等
形式，率先将农产品纳入“数字化”操
作系统。据了解，此次崇明“一亩田”
专辑将在3月中旬，央视七套《每日农
经》栏目中播出，敬请关注。

“你用电、我用心”
优质服务进社区
□记者 徐晨

天然“碳库”成鸟类天堂
□记者 张永昌

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本报讯 为提高供电质量和用电
水平，日前，县电力公司在本县4个乡
镇开展“你用电、我用心”优质服务进
社区活动，通过党员“带头、带领、带
动”作用，激发窗口人员服务意识。

活动现场数 10 块宣传展版一字
排开，内容包括冬季安全用电、节约用
电常识。生动的图片配上浅显易懂的
文字，吸引了不少居民驻足观看，服务
人员不仅为过往市民提供用电咨询、
诉求收集等便民服务，还发放用电常
识宣传手册。

电力部门表示，将严格履行服务
承诺，坚持“你用电、我用心”，高标准、
严要求、快节奏地全面开展“保民生、
暖民心”居民用电服务质量提升工程，
进一步树立“诚信、奉献、微笑”的服务
风尚，努力实践“四个服务”宗旨，不断
创新服务形式，深化服务内涵。

本报讯 近日，城桥镇召开 2012
年度经济工作会议。2011年，城桥镇
面对外部经济危机和自身发展转型
带来的双重压力，积极按照“稳定增
势、高位求进、加快发展”的工作基
调，乘势而上、抢抓机遇，保持全镇经
济平稳较快发展，为“十二五”开局起
步奠定基础。

今年城桥镇将着重在推动“第三
产业发展、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做大
招商引资产业、强化财政管理和集资
管理基础工作”等五个方面加大工作
力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央视《每日农经》
摄制组来崇拍摄

□记者 王惠祥

□记者 朱卓君

城桥镇召开2012
年度经济工作会议

本报讯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
六中全会精神，活跃城乡文化生活，县
文广影视局牵头开展了以“喜迎新春、
传递温暖”为主题的文化惠民活动。

亮点一：均衡分布文化活动，着力
提升文化品味 送春联下乡是县文广
影视局春节期间的常规工作，开展至
今已走过13个年头。今年，为扩大惠
民活动的受众群，提升活动层次，县文
联充分发挥资源优势，邀请十余位优
秀书法家先后走进绿华、东平、新海、
横沙等偏远乡镇，为基层群众挥毫泼

墨，送上新春祝福。活动现场，带“龙”
字的对联最受青睐，约5000幅墨宝被
老百姓搬回了家。

亮点二：深入挖掘本土文化内涵，
文艺作品承接地气 在向化、中兴、新
河等 5 个乡镇，本县群文工作者们搭
起舞台，用歌舞、相声、小品等多种表
演形式传递欢笑和祝福。节目体现出
浓郁的本土气息，受到基层百姓欢
迎。新创作的原生态崇明山歌剧《虾
满箩鱼满舱》反映渔民忙碌劳作之后
欢庆丰收的场景，在保留“土”味的基

础上更加注重形式创新，贴近群众。
亮点三：关注百姓文化新需求，大

力营造和谐喜庆氛围 春节前夕，县文
广影视局领导班子成员来到城桥镇推
虾港、北门二村居委等 8 家结对共建
村（居）进行走访慰问，倾听基层群众
对精神文化生活的新需求、新期待。
同时，为丰富春节期间留守本地的外
来务工人员文化生活，县文广影视局
组织电影放映队在长兴岛外来务工人
员聚集点免费放映露天电影21场，观
看人数超过4000人。

在东平镇，每天都有一位骑着自
行车的中年男子，后座上绑着抹布、
扫帚和拖把，行走在长江社区。他就
是东平镇的公厕保洁员张永兴，今年
已是他在公厕保洁员岗位上工作的
第27个年头。

1985 年 4 月，从云南回崇的张永
兴开始负责长江农场场部中心区域
及周边地区的公厕保洁。这 17 个公
厕布局分散，工作量大，安排谁来做
让领导很是为难。张永兴知道后主
动请缨“既然别人不愿干，就我来
吧”。就这样，从三十出头的小伙子

到年近六旬的“小老头”，张永兴在公
厕清洁员的岗位上一干就是二十多
年。这些年，不管严寒酷暑，还是风
霜雨雪，张永兴都无怨无悔。他每天
按照中心区域公厕一天保洁两次、外
围公厕一天保洁一次的要求，从未间
断。即便是大年初一，仍然一大早就
骑着那辆“老坦克”，载着扫帚、拖把，
冒着刺骨寒风，到各个公厕保洁。下
雪天，自行车骑不了，他便提早出门，
推着自行车载着工具步行前往。他
从不休息，也从不叫人代班，这些年
他一共放弃了1800多个休息日，却没
要过一分钱加班工资。

公厕保洁是个再普通不过的活

儿，但是张永兴却把这当做是对社会
的一份责任。上海世博会后，居民群
众对公共环境卫生的要求更高了，对
标准化改造的公厕保洁要求更严
了。为了更好地完成保洁工作，张永
兴每天提早一小时上班，晚一小时回
家，总是把厕所冲净，地面拖干，仔细
清除水槽的污垢后，才放心回家。

一天下来已是精疲力尽，但有时
还会有“意外”。夏日的一天，镇社区
文化活动中心旁的厕所内，一名醉汉
吐得满地污秽。此时张永兴正在午
休，他听闻后立刻赶来将地面清扫干
净。有人问他保洁工作的标准是什
么，他说最重要的就是让群众满意。

也许你不会相信，扫厕所也能实
现节能减耗。在工作中，张永兴对公
厕里的自动冲水装置进行改造，一个
公厕每月就能节水 300 吨。另外，他
在保洁工具上动脑筋，将废弃的旧扫
帚、坏拖把修好后继续使用，每年工
具开支仅占单位预算的30%。他还反
复试验，通过合理配比除污垢原料来
降低费用，一年就能节约开支7500元
左右，成为单位里的“节能标兵”。

因为张永新对工作认真负责，东
平镇屡次在崇明县标准化公厕管理
保洁评比中名列前茅。去年张永兴
还带上了一名女徒弟，老张觉得自己
肩上又多了一份责任。他在工作中
认真琢磨，传授保洁经验，除了现场
示范外，还时常和徒弟一起琢磨如何
将公厕保洁管理做得更好……

本报讯 来自中国-崇明岛捷安
特职业队的崇明本土女子自行车运
动员黄丽，日前在马来西亚刚刚结束
的2012年亚洲自行车场地锦标赛上，
为中国队夺取一枚全能项目的金
牌。同队队员黄蕴瑶获得女子记分
赛冠军，以及女子4 公里个人追逐赛
亚军。中国代表团在 17 个男女场地
项目中共获得3枚金牌。

据中国自行车队总教练沈金康
介绍，黄丽在全能比赛六个小项目
中，共拿到四个第一名，一个第二名
和一个第三名，最终总成绩排名第
一，远远超出第二名的韩国选手。特
别是在三公里个人计时赛项目中，黄
丽拿到第一名有些出人意料。这个
小项占有优势的大多是以前练长距
离的选手，而黄丽以前是专攻短距离
的选手，一年多前参加职业队后才改
练长距离，能获得第一实属不易。

据悉，本次亚锦赛上设置的比赛

项目全部与伦敦奥运会接轨。2月16
日在伦敦奥运会比赛场馆将进行世
界杯的第四站比赛，同时也是奥运会
的一次测试比赛，黄丽将前往参赛。

沈金康认为，届时世界最高水平级别
的选手都将来参赛，而这也将检验黄
丽在伦敦奥运会上的夺牌实力。图
为黄丽（中）在领奖台上

本报讯 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是上海重要的生态安全屏
障和“碳库”。经过10多年建设，东滩
自然保护区不仅成为鸟类的天堂，也
是吸纳二氧化碳的重要“碳库”。

崇 明 东 滩 鸟 类 自 然 保 护 区 于
1998 年 11 月经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
建立；2005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晋
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面积 241.55
平方公里，相当于10 个虹口区面积，

这是上海市政府建设上海生态低碳
环境的一大举措，也造就了目前上海
生态旅游和踏青观鸟的最佳胜地。
目前崇明东滩观察到的国家重点保
护的鸟类共39种，其中列入国家一级
保护的鸟类4种，有的极其稀有，如黑
脸琵鹭，全球仅 1500 余只，每年在此
栖息的候鸟达百万以上。

据介绍，“碳库”是指可以吸收溶
解二氧化碳的库存。据悉，目前东滩
湿地植被覆盖的面积为23平方公里，
每年平均吸收15416.9吨碳，相当于每

年抵消 25694 人次的二氧化碳排放
量。崇明2011年实现增加值为224亿
元，包括湿地、森林、湖泊、农田具有碳
汇功能在内的生态服务价值约为148.3
亿元，其中湿地功能价值约占40%。

崇明定位为世界级生态岛，正致
力于产业结构调整和节能降耗，东滩
湿地作为天然“碳库”，是惠及后人的
巨大财富。在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的
大背景和国内节能降耗的大环境下，
崇明天然“碳库”为城市减排作出了
重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