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中秋节将至，不少消费

者从境外购买特色月饼尝鲜。区消

协发出消费提示，在携带、邮寄月饼

入境时，需要提前了解相关要求。

据工作人员介绍，根据农业部与国

家质检总局联合发布的《禁止携带、

邮寄进境的动植物及其产品名录》

的有关规定，含有肉类、蛋黄等成分

的月饼，由于存在携带禽流感及其

他检疫性疫病传播的风险，因此禁

止携带、邮寄入境。

而对于可以合法入境的月饼，

检验检疫部门对其重量和数量也有

一定限制。按照相关规定，消费者

随身携带食品以旅途合理自用为

限，每人每日携带食品总量应不超

过20公斤，每日每一品种食品以原

厂运输包装“一箱”为限。

此外，区消协特别提示，月饼是

易腐食品，网购的月饼在售后服务

等方面存在较大弊端，提醒消费者

谨慎网购月饼。

本报讯 日前，由崇明区体育局主

办，崇明足球协会承办的2017年上海

城市业余联赛崇明区社会足球俱乐部

联赛落下帷幕。本次联赛共吸引全区

18家足球俱乐部参赛，经过4个月的

激烈角逐，舟桥实业俱乐部最终捧得

桂冠。

近年来，崇明将足球运动作为生

态体育发展的重要一环，通过校园足

球、社会足球的联动，培养属于崇明本

土化的高水平球队。未来，崇明将依

托岛内校园足球和根宝足球基地的优

势，通过“崇明模式”对青少年足球苗

子进行培养，帮助他们走向更高层次

的职业足球之路。

本报讯 日前，2017年“瀛通教

育至爱专项基金”“瀛通?思南幼教

实验专项基金”颁奖仪式在明珠小

学举行，向获得“瀛通助学金”“瀛通

奖学金”以及“瀛通绿叶奖励金”“瀛

通?思南幼教实验专项”等奖项的师

生代表颁奖。在随后举行的座谈会

上，大家畅所欲言，交流各自体会并

对崇明教育事业发展表达了美好

期望。

仪式当天，明珠小学还举行了

大课间活动展示。

近年来，崇明国检局把服务企业

放在首位，不断探索贸易便利化模式，

提高了本区企业的通关效率。

原产地证书不仅是货物产地身份

的证明，更是享受关税减免和其他优

惠待遇的重要凭证，在进出口贸易中，

号称“纸黄金”。截止目前，崇明国检

局共签发各类产地证646份，签证金

额 3002万美元，按照平均关税 5%计

算，为辖区企业争取关税优惠150.1万

美金。

为进一步扩大原产地对进出口企

业的助推作用，崇明国检局多措并举，

通过政策宣传、简化产地证签证流程

等渠道，充分挖掘原产地利用潜力，不

断提高产地证利用率。

管与放的平衡，是监督企业、提

升通关效率的关键。近年来，崇明国

检局通过“进出口企业信用管理系

统”这一平台，对企业经营水平进行

综合评分，确定企业信用等级，并对

企业日常生产经营活动进行信息采

集、扣分惩戒。其中，诚信企业可先

试先行“一企一策”等相关检验检疫

便利化措施。

信用管理是提升通关效率的新利

器，能够把不诚信企业过滤掉，同时也

把服务留给“滤网”中的诚信企业。

今年5月，崇明国检局上线“全

国检验检疫无纸化系统”，全面覆盖

网上申报工作。无纸化申报以电子

数据替代传统纸质单证，以网上申

报替代现场交单，进一步优化报检

流程。为避免新系统上线可能导致

企业申报难等问题，上线前期，崇明

国检局多次开展企业系统培训，使

企业顺利过渡。

相关企业负责人表示，通过互联

网渠道，检验检疫无纸化系统为企业

降低了时间成本，带来了便利。目

前，崇明国检局出入境无纸化报检率

分别达到89%和70%，极大地提高了

企业的通关效率。

□ 记者 石思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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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边防总队立体化防控体系

暨执法规范化现场会召开

强化边境治安防控

提升维护实战能力

□ 崇明国检局

关爱莘莘学子 大爱铸就未来

打好“服务牌”企业齐点赞

歇歇脚 喝口水 再出发

崇明国检局多措并举提升通关效率

崇明7家户外职工驿站开放，为户外工作者遮风挡雨

传承企业家精神

续写创业新篇章

□ 记者 吴雄

□ 记者 吴仲亨

□ 记者 沈俊

多方应急抢排

守护城市安全

社会足球俱乐部

联赛落下帷幕

□ 记者 吴雄

▲ 颁奖仪式现场 摄影 张峰

本报讯 空调、冰箱、微波炉、充电

排插、饮水机等是标配，还提供歇脚、

热饭、饮水、充电等服务，区总工会日

前推出7家“户外职工驿站”，让环卫

工、外卖员、快递员、协管员等户外工

作者在工作间隙拥有一处遮风挡雨的

地方。

户外工作者常年在外奔波，冒着

严寒酷暑，坚守在一线工作岗位，想要

休息却没有一个能歇脚的地方，甚至

连喝口热水、吃顿热饭都成为难题。

不过，最近这一群体的实际难题被解

决了。记者从区总工会了解到，在上

海市总工会的工作指导和资金扶持

下，区总工会充分发挥工会的阵地优

势，依托乡镇总工会和所属服务站点

等，专门设立休息场所，于9月初挂牌

成立“户外职工驿站”，满足户外工作

者的需求。

据了解，每家驿站都进行了统

一的标准化配置，内设空调、冰箱、

微波炉、充电排插、应急药箱、书报

架、饮水机（或茶桶）、一次性水杯、

桌子和椅子，为户外工作者提供饮

水供给、避暑取暖、餐食加热、电瓶

充电、手机充电、应急药箱、盥洗休

息等服务。

记者日前来到位于港沿镇的户外

职工驿站，站外悬挂统一标识，让人一

目了然。站内空间近20平方米，摆放

着一张大桌子和10余张凳子，一旁的

冰箱内则放满了矿泉水，冰箱旁边还

有可以提供热水的饮水机以及加热饭

菜的微波炉等设备。“上午8点，驿站

准时开门，由专职的工作人员值班，为

户外职工提供帮助。”港沿镇户外职工

驿站负责人倪向东告诉记者，自9月

初驿站对外开放以来，每天都有不少

职工进来歇脚。

保洁人员黄阿姨提起新建的户外

职工驿站时忍不住夸赞：“有了这个职

工驿站，今后口渴了喝口水，吃饭时加

热饭菜都方便多了，这里真的很暖

心。”以往，黄阿姨工作累了只能到树

荫底下休息，但现在如果累了，可以到

驿站休息。另一位保洁人员李大伯则

告诉记者：“前两天，我正准备骑电瓶

车回家时，发现车没电了，幸亏有了户

外职工驿站，可以进行充电。”由于工

作地方离家有十公里路程，加上电

瓶比较老旧，李大伯的电瓶车时有

发生电量不足的情况，这让他总是

为电量问题发愁。“现在，我只要来

到户外职工驿站就可以解决了。”李

大伯表示。

据区总工会介绍，目前，本区

共有7家户外职工驿站，分别是崇

明群团综合服务站长兴点户外职

工驿站、崇明进城务工人员服务站

户外职工驿站、崇明职工服务中心

户外职工驿站、向化镇户外职工驿

站、堡镇户外职工驿站、港沿镇户

外职工驿站以及新河镇户外职工

驿站，设置于商贸区、学校、景点等

人流密集地，为有需要的户外工作

者送去温暖。

本报讯 9月23日，上海边防总队

立体化防控体系暨执法规范化现场会

在边防支队堡镇港边防派出所召开，

深入贯彻落实部局边境立体化防控体

系建设推进会精神，强化上海沿海地

区治安防控。市公安局副局长陈臻，

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梅云平，副区长

谷继明出席。

会议传达了边境立体化防控体系

建设推进会、稳边固防群众工作经验

交流会会议精神，并就具体工作进行

了部署，要求切实提升维护本市 600

余公里沿海一线的实战能力。

会前，与会人员还参观了堡镇港

边防派出所接待大厅、“阳光警务”室、

法治文化园、执法实践基地、派出所勤

务指挥室等，并观摩了模拟警情演示

与社区警务“一口清”演示。

本报讯 9月22日下午，崇明区工

商业联合会举办“与父辈话发展”——

传承老一辈企业家的创业精神，服务奉

献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主题活动。

活动中，本区老一辈企业家祁斌、

陆国荣、陈丽妹等人，分别同与会青年

企业家分享了自己的创业之路、企业

的技术创新，以及党建引领企业发展

等内容。青年企业家代表作交流发

言，讲述他们创新创业的体会感受以

及今后的发展思路。

主办方表示，希望本区广大青年

企业家把坚定的理想信念作为立身之

本，把坚持创新作为企业发展动力，并

用实际行动担负起时代赋予的光荣使

命，在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中续写

老一辈的辉煌篇章。

本报讯 记者从区防汛办了解

到，9月24日晚7时至9月25日晚7

时，受较强降水团影响，本区雨水如

注，东平国家森林公园、城桥镇等地

达大暴雨级别，降水量多达163.5毫

米，不少低洼地带的居住小区和农田

林地出现积水。面对这一现状，相关

部门积极应对，组织力量迅速排涝。

9月25日上午8时左右，记者来

到积水较为严重的城桥镇江山新村，

看到有居民正趟着水小心行走。他

们反映，经过改造后的小区排水比以

前通畅，但24日晚至25日早上的这

场大雨，还是造成了小区积水严重。

面对突如其来的大暴雨，相关各

方积极应对。记者在排涝现场看到，

手抬式抽水泵在不停地工作，消防、

市政等部门工作人员正组织排涝，进

行紧急抢修。

截至26日，上述地区积水均已

排除完毕，交通恢复正常。然而，这

场降雨暂时还未结束。本周除了周

初降水外，在27日夜间到28日还将

有一次降水过程。自9月29日起，雨

水暂别申城，但10月1日起，又将有

一次降水过程。为此，有关部门提

醒，此次降水将影响到早高峰交通状

况，市民出行还需注意交通安全。

□ 记者 季佳倩

2017年“瀛通教育至爱专项基金”“瀛通?思南幼教实验专项基金”颁奖仪式举行

本报讯 日前，建设镇召开道德模

范表彰会，沈美丽等10名道德模范受

到表彰，与会群众还在道德讲堂上分

享了身边好人的故事。

荣获“瀛洲好乡贤”称号的该镇浜

西村退休教师沈美丽，长期照顾高龄空

巢老人。在她的感召下，村里20多名

志愿者加入关爱弱势群体的队伍，上演

了一个个奉献爱心的动人故事。

近年来，建设镇以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深入开展

群众性精神文明系列创建活动，涌现

出一批传承中华美德、彰显人间大爱

的道德典型。

“纸黄金”助推企业发展

平衡“管”与“放”是关键

“无纸化”惠及多家企业

表彰道德模范

弘扬传统美德

□ 记者 张峰□ 记者 季佳倩

携带、邮寄月饼

入境有限制

中秋临近，消协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