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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明报

本报讯 11月8日上午，崇明区打

击非法集资活动领导小组在城桥镇宝

岛世纪园广场举办防范和打击非法集

资宣传活动。

活动期间，区财政局、上海市公安

局崇明分局经侦大队等部门通过现场

解答群众咨询、运用典型案例揭示非

法集资的风险等宣传方式，深入开展

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教育活动，活动共

计发放宣传资料万余份，解答群众咨

询千余人次。

活动主办方希望通过宣传，加深

社会公众对非法集资危害性的认识，

增强群众抵制非法集资的意识和能

力，为维护全区金融安全、促进社会和

谐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

远离非法集资 共建和谐金融

本区举办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宣传活动

崇明区集贸市场规划建设和区域专项整治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

今年以来，区经委牵头组织全

区 18个乡镇及有关成员单位，针对

集贸市场存在的薄弱问题，开展了

规范管理、环境卫生和内外秩序等

规划建设和专项整治。从今年前四

轮双月督查情况来看，平均得分呈

阶梯式上升态势，群众满意度也逐

步提高，整治效果较为明显。

2017年以来，区经委每两月组

织开展一次全覆盖督查。今年共开

展集贸市场双月督查4轮，发现问题

1020个，下发《集贸市场双月督查分

类排名表》4次、《集贸市场督查整改

告知单》72份，整改反馈率100%。针

对四轮督查，区经委及时做好阶段、

年度督查分析报告，并针对部分排

名靠后的集贸市场所在乡镇，适时

组织专题座谈，研究整改措施，以督

查促落实，以督查促提升。此外，区

镇两级还开展了不定期督导检查和

回访抽查，进一步推进崇明集贸市

场专项整治工作。

今年以来，区经委多次实地察

看集贸市场，与乡镇共同商议整治

方案，并要求乡镇对照已签订的目

标责任书，保质、保量、按时完成集

贸市场改造。年初，区经委全面梳

理了2015年和2016年各乡镇集贸市

场目标责任书的落实情况，并列出

了 2017年的目标责任 32项。10月

上旬，区经委再次对各乡镇的落实

情况进行梳理，总体评价全区 18个

乡镇、52家被列入整治目标的集贸

市场。目前，各乡镇已全面完成了

三年创城目标责任书所提出的整治

任务，履约率100%。

区经委按照标准化菜场建设的

工作要求，结合本区发展现状，研究

制定了《2017年崇明区标准化菜市

场改造建设工作方案》。各乡镇认

真对照市先进类型标准化菜场的要

求，积极开展改造建设，着力提升集

贸市场建设和管理水平。目前，堡

镇的玉屏菜场、中兴镇的广福菜场

已基本建成标准化菜场，陈家镇的

安通路菜场正在进行追溯系统的设

计、安装，横沙乡的新岛菜场完成项

目立项报批。

强化督查，抓好问题整改

加强指导，督促责任落实

严格对标，加快改造建设

各乡镇创城目标责任书履约率达100%

“以前谁家有红白喜事，全家族的

人都忙乎，动辄就好几十桌，少说也得

好几万，现在村里倡导喜事新办丧事

简办，并对这些都统一了标准，省心又

省钱。”竖新镇时桥村退休村干部茅德

忠说道，变化得益于最近一段时间，竖

新镇积极倡导推行的“移风易俗”工

作。

竖新镇是本区“移风易俗”的试

点地区，该镇通过建立新机制、推广

新 做 法 等 ，引 导 群 众 转 变 思 想 观

念。时桥村作为竖新镇“移风易俗”

工作的试点村，积极发挥睦邻点、红

白理事会的作用，制定出“移风易

俗”实施意见，推动移风易俗。

近些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农村操办红事、白事的“标准”也越

来越高。愈演愈烈的攀比风，不仅

让传统民俗失掉了本意，还造成了

巨大浪费，也给群众造成了很大负

担。今年 8月，在镇党委的指导下，

时桥村通过 21个睦邻点对 400多户

村民进行抽样调查摸底，统计结果

表明：绝大多数村民支持“移风易

俗”工作，并对婚丧喜事简办表示

赞同。

根据调查结果，时桥村及时召

开“移风易俗”领导小组会议，通过

召开党员代表、村民代表座谈会，制

定出“移风易俗”（婚事喜事新办丧

事简办）实施意见，使其成为改变农

村生活风俗的“指示灯”。

“其中，意见倡导婚事不收彩

礼，适度随礼，控制婚宴规模，自办

酒席不用名烟名酒，不燃放烟花爆

竹；丧事简办，禁止焚烧冥屋念经做

道场，严禁沿途撒黄纸，村里提供哀

乐代替乐班，并提供花篮减少花圈

……”时桥村党支部书记王孟林介

绍，实施意见并不是冷冰冰的“一刀

切”，而是以人为本、兼顾乡情民意

考量，对酒席桌数、菜肴金额等作出

了指导性建议，教育引导村民积极

采纳。

与此同时，时桥村还积极开展“移

风易俗”宣传周活动，村干部、党员干

部、乡贤人士、睦邻点负责人等作为劝

导员，通过“道德讲堂”、“红色微课

堂”、“睦邻课堂”等宣讲平台，带头开

展宣传引导，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解

读“移风易俗”实施意见内容，使之家

喻户晓，人人明白。

今年9月5日，时桥3队村民钱某

的老伴去世。得到消息后，村两委和

村红白理事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在

钱某家中开展了“移风易俗”引导工

作：张贴丧事简办告知单，向钱某家人

解释“移风易俗”的好处。最后，钱某

家人接受了丧事简办的新观念，在之

后操办丧事过程中，钱某家人按照要

求，一切从简，不吹响器、不扎纸扎、不

请帮桌，一场白事下来不但省了钱，还

赢得了村民的支持。据统计，目前时

桥村已有 5户人家按新标准简办了

丧事。

时桥村只是竖新镇有序推进“移风

易俗”的一个缩影。记者了解到，竖新

镇通过建立健全“移风易俗”规章制度，

扎实有效推进“移风易俗”工作。特别

是在各村“红白理事会”的操作过程中，

统一制定理事会章程、办事流程，并对

理事会骨干成员进行业务培训，保障红

白理事会规范运转。此外，还结合睦邻

文化节、公民道德宣传日、我们的节日

等活动，引导群众从家庭做起，改陋习、

树新风。同时还创作了一批以优秀传

统文化为题材的戏剧、小品、童谣等，在

“周周演”、“文艺下乡”、家庭文化节等

活动中进行表演，使得新风俗的理念深

入人心，寓教于乐。

自9月竖新镇各村居全面铺开“移

风易俗”工作以来，已有43户人家丧事

简办，“移风易俗”的新理念也渐渐被村

民所接受，“大操大办红白喜事、比阔

气、讲排场”少了，“自觉简办、文明治

丧、用餐控制”的新风开始流行。

竖新镇积极倡导“移风易俗”

让乡村处处吹拂文明新风

移风易俗树新风

宣传引导入人心 移风易俗出成效

本报讯 今年 9月以来，邮储银

行崇明支行全面启动“内控优化”活

动，进一步完善邮储银行合规管理

工作，全面提升邮政金融整体内控

管理水平。

本次“内控优化”活动是在《中

国邮政储蓄银行2016-2018年“内控

建设年”活动总体方案》框架下，在

“内控达标年”活动取得良好效果的

基础上，继续开展的又一项重要的

合规管理活动。通过开展制度梳理

汇编、制度问题整改、制度执行检

查、制度学习宣传等相关工作，以及

全员开展内外规制度集中学习，制

度执行情况自查自纠等活动，进一

步完善内控管理机制，健全制度体

系，增强合规经营意识，弘扬自觉遵

守制度、自觉抵制违规行为的良好

内控文化氛围，提高崇明邮政金融

经营管理水平。

本报讯 11月9日上午，本区召开

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工作推进会，通报

前期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推进情况，部

署下阶段工作。

会议指出，本区自6月27日全域

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工作以来，各

乡镇积极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宣传活

动，完善体系，建立机制，生活垃圾设

施配置和建设有序推进，取得了良好

成效。接下来，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各

乡镇以及居住区、集贸市场要充分认

识垃圾分类减量工作的重要性，明确

工作目标，力争垃圾分类全覆盖。

会议强调，各乡镇各部门要强化

共识、加强宣传，充分发挥百姓在文明

创建中的主体意识；形成合力、把握方

法，积极落实设施配备、人员培训等各

项工作；因地制宜、奖惩激励，确保垃

圾分类减量工作落到实处。

会上，各乡镇就当前垃圾分类工

作推进情况、存在问题及下一步工作

计划作交流发言。

区建设管理委、区经委、区生活垃

圾分类减量推进工作联席会议办公

室、区创城办、区文明办等部门，以及

各乡镇参加会议。

本区召开垃圾分类

减量工作推进会

确保垃圾分类减量

工作落到实处

邮政储蓄银行上海崇明区

支行开展“内控优化”活动

开展内控优化活动

提升内控管理水平

本报讯 日前，“瀛洲绿梦”崇明世

界级生态岛建设征文朗读比赛决赛在

风瀛洲剧场举行。来自本区各委办局

的11位选手参加决赛。

比赛以 11名选手集体朗读《我

的岛》拉开帷幕。随后，选手们深情

朗读，时而气势豪迈，时而声情并

茂，呈现给大家一幅幅壮美的画卷，

带着大家走进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

设的宏伟篇章中，感受青年人不畏

艰难、砥砺前行的勇气和对这片土

地的爱与情怀。

经过评审，区司法局吴婧以《孟夏

明月夜》获得了本次大赛的最高奖。

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

征文朗读比赛决赛举行

□ 记者 石思嫣

□ 记者 徐晨

□ 邮储银行崇明支行

本报讯 日前，江帆小学举行“小

帆勇闯冒险岛”第二届体育节。

不同于传统的运动会，体育节

上，不仅有传统的篮球投篮、投飞镖

等运动项目，还有桌面足球、套圈、

水弹打靶等趣味项目。场地上还设

置了小达人挑战区，孩子们不但可

以挑战传统的体育项目，就连充气

城堡也成了孩子们挑战自我的道

具。而多人龟兔赛跑等体育项目则

让家长也参与了进来，增加亲子间

互动。

丰富多彩的体育项目和趣味活

动，让孩子们在欢乐的海洋中感受体

育的魅力，爱上体育运动，养成体育

锻炼的好习惯。体育节也让更多家

长亲身体会“江帆氛围”，感受到江帆

的教育理念。

本报讯 11月5日，2017年上海城

市业余联赛“光明可尔贝斯”杯500企

业白领骑行挑战赛暨东平森林时尚运

动嘉年华活动在东平国家森林公园举

行。来自光明乳业、老庙黄金、上海航

天局等近百家企业的 600余名选手

参与。

本次挑战赛设精英组和大众组两

个组别，赛事以企业为单位，每5名队

员组成一个车队，以车队最后到达终

点的选手为准，计团队成绩。上午10

点 30分，随着发令枪响，选手们相

继出发。选手沿途经过北沿公路、东

风公路、林风公路等路段，最终回到东

平国家森林公园，全程共31公里。

据了解，本次赛事结合2017年崇

明旅游节，以自行车运动为核心媒介，

活动通过亲近大自然的绿色骑行方式，

让更多都市白领参与到全民健身运动

中来。绿色低碳自行车运动赛事落户

崇明，为崇明生态体育的“名片”增添了

一抹亮色，也将“生态+体育”的理念传

递到更多市民身边。

白领骑行挑战赛

享受美景超越自我

□ 区经委

□ 记者 季佳倩

□ 记者 陈冲

丰富多彩体育节

家长学生齐参与

□ 记者 徐晨

□ 记者 沈俊 摄影 张峰

以朗读抒

生态岛之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