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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明报

本报讯 日前，“世界崇明?国际

静安”两区画家画崇明作品展在静

安区文化馆开幕。静安区政协主席

陈永弟宣布画展开幕，崇明区政协

主席邹明出席画展并致辞。

今年初，两区政协邀约两区艺

术家共绘崇明，展示崇明的自然人

文风情和生态建设成果。本次画展

展出两区34位画家用数月时间精心

准备的 80幅精品佳作，描绘了崇明

的自然美景，展现了崇明山歌、灶花

诗等特色文化，充分体现了书画家

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崇明的钟情，

彰显了举全市之力建设崇明世界级

生态岛的文化情怀和精神风貌。据

悉，接下来该画展还将在崇展出。

静安是上海繁华的中心城区，

崇明是绿色生态的郊外乡村，两区

结对形成了错位互补的共建格局。

两区书画家以艺术交流的形式，宣

传和推介了崇明，生态和谐的自然

风韵与摩登现代的都市气质相交辉

映，恰到好处地展现了城市文化的

多维空间。

静安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沈

大明，静安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江

天熙，静安区副区长鲍英菁，静安区

政协之友社副理事长赵达，崇明区

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龚朝晖，区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范洪耀，副区长王菁，

区政协副主席张荣、顾钱菊、丁汉

明、施菊萍等参加开幕式。

近日，记者在三星镇新安村6小

队村民黄汉彬屋后发现，清澈的水正

从一根细口管道里流入宅沟，鱼虾在

水里游弋。黄汉彬坦言，这样的场景

放在以前是不可能的事。早些年，在

崇明农村部分地区，生活污水是直排

入河的，影响河道水质的同时也影响

村民生活环境。“不过，现在水质变好

了，宅沟又‘活’起来了。”黄汉彬感慨，

这一切改变得益于崇明农村生活污水

处理工程。

崇明因水而生，水质是生态岛建

设的重要指标。十年来，崇明在推进

生态岛建设过程中，一直把水环境治

理和保护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去年

初，崇明对本市其他区和上海周边地

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艺进行了调

研，多家技术先进、运行可靠的企业

在本区部分乡镇进行了污水处理站

的试点建设。

黄汉彬是新安村生活污水处理工

程的试点户。他告诉记者，家屋后的

地下排水管，是去年 6月份新装好

的。这根管道连着几米开外的一个地

埋式生活污水净化槽，黄汉彬家里的

洗菜水、洗脸洗澡水、抽水马桶抽掉的

水、洗衣机排出来的水统统先排入这

个净化槽，通过去除夹杂物、厌氧过

滤、沉淀、活性生物过滤等工序再排放

出去，按现行相关标准，水质可达一级

A。黄汉彬还说，附近几户人家的地

下排水管网都连接到这个净化槽，家

里的污水经过集中处理，排出来的水

和自来水一样清。“水质变好了，水里

的鱼虾多了不少，夏天苍蝇和蚊子变

少了。”谈起现在的好环境好生活，黄

汉彬格外高兴。

不过，起初新安村开展生活污水处

理工程建设时，黄汉彬却是有些顾虑

的，“毕竟是新项目，它的污水处理效果

好不好？”不仅是黄汉彬心里打疑问，就

连村民也大多持有怀疑态度。为了让

村民们更直观地了解生活污水处理工

程，得到他们的认可，去年5月镇上建

好第一个试点工程后，邀请了包括黄汉

彬在内的村民代表去实地参观，相关负

责人从污水处理工艺、设备占地面积、

管网设计等方面展开详细讲解，并当场

演示净化处理效果。村民们心中的“疙

瘩”随之解开了。在随后的村民大会

上，黄汉彬和一些村民当场举手表示愿

意接受施工。

不仅如此，黄汉彬还主动充当“宣

传员”，针对部分村民认识不足，观念陈

旧等情况，黄汉彬多次上门动员，向他

们解释污水处理的好处。黄汉彬笑着

告诉记者，污水处理工程是一项利民惠

民的好事，要把这项政府的惠民举措宣

传好，让每一个村民都能享受到这项民

心工程。此外，村里还组织有威望的老

党员志愿者进行上门走访，并形成一支

村干部包区，党员小组长、村民小组长

包片，党员、村民代表包户，党员志愿者

包重点的宣传队伍，加快推进污水处理

工程建设，让其发挥实效。

记者了解到，目前三星镇已完成

六千户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到

2018年底将实现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全覆盖。

水质变好了 宅沟又“活”起来了

三星镇完成六千户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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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季佳倩

□ 记者 石思嫣

用好大调研这块试金石

大调研是块“试金石”，是对我

们干部队伍思想的考验、作风的锤

炼、能力的检验；想不想干事、能不

能干事、能干成多大事，都可以通过

这块“试金石”反映出来。因此，检

验结果如何，关键在于我们有没有

真正用好这块“试金石”。

“试金石”先“试”作风。面对

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的新形势、新

任务、新要求，我们干部队伍整体

的精气神很足、干事创业的势头

良好，但不想干、不会干、不敢干、

不能带着群众一起干等问题仍不

同程度地存在。这些问题说到

底 ，主 要 还 是 作 风 问 题 。 怎 么 解

决？要多下基层去调研。实践表

明，只有经常深入基层，和群众打成

一片，才能听到最真实的声音，看到

最真实的状况，在此基础上，各项谋

划决策部署才能更加体现民意、反

映民情、贴近民意。进入新时代，人

民群众对各级干部持续改作风、树

新风的期盼更加迫切，我们只有坚

持不懈深入群众、加强调研，让广大

人民群众和我们像石榴籽一样紧紧

抱在一起、干在一起，才能切实展现

作风建设的新气象、新作为。

开展大调研，不但是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重要指示精神

的重大举措，更是推进世界级生态

岛建设的现实需要。世界级生态岛

建设是一项全新的开创性事业，在

这过程中，我们必然会不断面对新

情况、遇见新问题、碰到新矛盾。这

些都需要我们深入调查、积极研究，

拿出新的、切实可行的办法解决。

基层是最好的课堂，群众是最好的

老师。正因为我们坚持调查研究，

才有效推动了世界级生态岛建设各

项工作。进入新时代，世界级生态

岛建设的要求越来越高、任务越来

越重，我们只有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的要求，始终把调查研究作为谋事

之基、成事之道，才能不断推动世界

级生态岛建设行稳致远。

“试金石”能“炼”出本领、“试”出

实效。绳短不能汲深井，浅水难以

负大舟。事业要发展、难关要攻克、

风险要防范，必然要求领导干部在

干事创业上得有几把刷子才行。大

调研，正是我们考验思想、锤炼作

风、提升本领的大好机遇。只有像

海绵吸水一样不断掌握新知识、熟

悉新领域、开拓新视野，才能持续补

足能力上的短板、本领上的不足，才

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应对新挑战、肩

负起时代重任。我们开展大调研，

根本目的在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推动工作。要把大调研与世界级生

态岛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更有效地

推动生态岛建设各项工作，同时用

工作成效来检验大调研的实际效

果，在找准问题、解决问题中，推动

干部作风切实转变、能力全面提升，

让群众获得更多实惠。

□ 丛言

围绕大局 积极作为

（上接 1版）唐海龙汇报了崇明

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长期以

来，崇明干部群众坚持生态立岛不

动摇，在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生活垃

圾分类减量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

并取得显著成效。接下来，崇明将

继续坚持以高标准、高品质、高水平

推进世界级生态岛建设，把崇明建

成绿色发展的标杆和典范。

施小琳对崇明在生态环境建

设、统战工作等方面进行的探索以

及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她说，崇

明在推进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的过程

中，方向明确、特色鲜明，成效明

显。统战工作事关上海经济社会发

展大局，希望崇明一如既往发挥自

身生态优势，致力于服务国家和上

海的发展战略，凝聚方方面面的力

量，勇于担当，积极作为，不断作出

新的贡献。

打造可借鉴

崇明交通模式

（上接1版）唐海龙感谢市交通委

一直以来对崇明交通建设的重视，崇

明群众十分关注和期待交通环境的持

续改善，希望市交通委能经常来崇指

导工作，为崇明补齐交通短板提供更

多支持。

谢峰表示，在交通领域，崇明应当

提高标准，建设与世界级生态岛相适

应的交通体系，没有标准的可以建立

标准、填补空白，打造可借鉴、可学习

的崇明交通模式。

（上接1版）这次大调研的调研主

体是全区的党政机关，包括区四套班子

领导，区人民法院院长、区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正局级干部、巡视员、副局级干

部；区人民法院、区人民检察院，区各

部、委、办、局，区级群团组织；18个乡

镇；区级依法授权行使行政权力的事业

单位。调研对象为全区企事业单位、

“两新”组织、城乡社区和市民群众等，

既包括服务对象、也包括工作对象。

此次大调研从2018年1月开始，1

月至5月是调研实施阶段，6月是问题

集中梳理阶段，7月至10月是研究解

决阶段，11月至 12月是完善制度

阶段。

唐海龙指出，组织开展此次大调

研，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在

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重要指示精

神和对上海工作要求的具体行动。我

们必须从党和人民事业长远发展、上

海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以及深入推进

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的战略高度，深刻

认识开展大调研的重要性、紧迫性。

要充分认识到开展大调研是继承发扬

党的优良传统的重要举措。进入新时

代，我们面临的形势会愈加复杂、任务

会愈加繁重，只有继承和发扬好调查

研究这个党的优良传统，不断赋予其

新的时代内涵，才能阔步走好新时代

的长征路。

唐海龙指出，大调研是持续改进

干部工作作风的重要抓手，是推进世

界级生态岛建设的现实需要。进入新

时代，人民群众对各级干部持续改作

风、树新风的期盼更加迫切，我们只有

坚持不懈深入群众、加强调研，让广大

人民群众和我们紧紧抱在一起、干在

一起，才能切实展现作风建设的新气

象、新作为。进入新时代，世界级生态

岛建设的要求越来越高、任务越来越

重，我们只有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要

求，始终把调查研究作为谋事之基、成

事之道，才能不断推动世界级生态岛

建设行稳致远。

唐海龙强调，我们要坚持需求导

向、问题导向、效果导向，切实在找准

问题、解决问题中，推动干部作风切实

转变、能力全面提升，让群众获得更多

实惠。大调研不仅要全覆盖，更要在

“求深、求实、求真、求效”上下功夫。

要带着感情、放下架子，深入田间地

头、沉到生产一线，与走访对象交心交

友；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

搞层层陪同迎送，直奔基层、直插现

场，做到听实话、摸实情、办实事。要

坚持开门搞调研，认真听取各方面意

见，深入分析问题，掌握全面情况。要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确保

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严防只调查问

题、不研究问题、不解决问题。

唐海龙强调，开展大调研，根本目

的在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推动工

作。要把大调研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

紧密结合起来，与日常调研工作紧密

结合起来，用大调研来更有效地推动

生态岛建设各项工作，同时用生态岛

建设各项工作成效来检验大调研的实

际效果。全区要以全面落实大调研工

作为抓手，真调实研、真抓实干，以更

加扎实的工作作风全力推动新时代世

界级生态岛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会上，长兴镇、区经委作交流。

切实展现作风建设新气象新作为

区四套班子领导开展大调研

（上接1版）在江南造船（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唐海龙详细了解企业目

前的生产近况和发展规划，将企业提

出的问题和建议一一记录。当听说企

业在留住人才、交通出行等方面有些

困难时，唐海龙回应说，江南造船（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对长兴经济社会发

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地方党委政府要

有大局意识，服务好央企的发展不仅

是责任和使命，也是自身发展需要。

在解决这些问题时，崇明将从有利于

央企发展、服务于央企和地方长远发

展通盘考虑，加强沟通合作，不断提升

政府服务能力和水平，主动当好服务

企业的“店小二”。要努力集聚各方力

量，积极争取上级支持，推动教育、医

疗等社会事业不断发展，完善生活配

套设施，加快改善岛内部分路段交通

不畅问题，将长兴打造成一个生产、生

活、生态相协调的海洋装备岛。

1月12日下午，区委副书记、区长

李政实地走访了上海冠华不锈钢制品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瀛庙果蔬专业合

作社、上海伟联蔬果专业合作社，现场

了解企业情况、倾听企业呼声。在上

海冠华不锈钢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李

政走进企业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企业

发展历程与当前企业生产经营情况。

座谈交流中，李政与企业经营者就企

业未来发展进行讨论，并就企业提出

的诉求进行了回应。李政表示，区政

府将尽心尽力为企业做好服务工作，

同时也希望企业不断提升产品品质，

实现企业更好发展。在上海瀛庙果蔬

专业合作社，李政对合作社在发展中

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希望合作社做

好长远发展谋划，积极开展强强合作，

助推农业产业发展，区政府将一如既

往关心关注合作社的发展情况，切实

帮助解决发展难题，实现经济效益、社

会效益、生态效益共赢。在上海伟联

蔬果专业合作社，李政详细听取合作

社经营者的创业历程介绍，希望经营

者再接再厉，不断创新发展思路，政府

部门将进一步集思广益，推动农村经

济持续健康发展。

1月11日上午，区人大常委会主

任林杰实地调研了区网格化管理中

心，了解平台运行情况和在工作中遇

到的困难。区网格化管理中心负责人

反映，目前工作中仍面临着巡查发现

环节漏报瞒报、指挥派遣不够精准、相

关处置单位管理权限交叉和推诿扯皮

等难题。林杰回应说，网格化管理是

一项惠及广大百姓的系统性工程，对

于工作中反复出现的难点问题，相关

政府部门要从体制机制等方面加以研

究和破解，完善管理制度，打通相关环

节，让区网格化管理中心真正做到服

务社会、服务百姓。

1月11日上午，区政协主席邹明

实地调研了上海岑东农业服务专业合

作社，详细询问了合作社的经营模式、

组织定位、发展理念等情况。邹明指

出，市领导要求崇明农业发展要“杀出

一条血路、闯出一条新路”，这就意味

着农业必须通过不断创新，来实现产

业转型、农民增收；在世界级生态岛建

设过程中，要结合崇明农业生产实际，

全面梳理类似问题，认真研究相关对

策，积极呼吁顶层设计，力促崇明农业

早日实现新突破、新发展。

1月11日上午，区委副书记侯继

军走访了新河镇三烈村，和村民们面

对面聊民情、问生计，记下老百姓反映

的情况及问题。侯继军表示，倾听群

众呼声，有利于落实乡村振兴战略，进

一步推进世界级生态岛建设；我们会

把老百姓的“最盼、最急、最忧、最怨”

带回去，加以研究并积极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