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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明报

非法储存烟花爆竹

被罚款一万元

绿岛音韵 唱响未来

□ 记者 陈怡婷

周末早晨最低气温

可达-6℃

本报讯 这周崇明的气温依旧走

“晴冷路线”，清晨农田里的积水结成

了冰。记者从区气象局了解到，受到

冷高压的影响，崇明未来三天以晴到

多云天气为主，早晚气温较低，周六早

晨最低气温仍然会低至零下2℃至零

下5℃，有冰冻或严重冰冻；周日最高

气温有望回升至 11℃上下。之后气

温将一路“看涨”，不过雨水也将接踵

而至。

本报讯 近日，由区教育局主办、

区青少年活动中心承办的“绿岛音

韵 唱响未来”——2018年崇明区首

届学生新年音乐会在区文化馆风瀛

洲剧场举行。

主办方表示，举办本次活动旨在

让学生有更多接受艺术教育的机会，

激发他们向真、向善、向美、向上的精

神。希望学生在音乐熏陶中更好地

构筑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共建

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助力。

据悉，为提升崇明艺术教育水

平，2015年11月，区教育局专门成立

了学校管乐联盟，吸引正大中学、西

门小学、庙镇小学等10所学校为联盟

单位。在此基础上，去年7月又确立

了正大中学等4所学校为基地学校，

引入专业师资力量进行重点扶持。

□ 记者 季佳倩

首次实施战略级卓越人才引进计划，五年计划招募万余名各类人才

□ 记者 沈俊 通讯员 许鹏

本报讯 近期，崇明警方开展岁末

年初非法储存烟花爆竹专项整治行

动。整治行动开展以来，警方根据线

索排摸，已查处多起非法储存烟花爆

竹案。近日，警方又在一非法商家的

仓库里当场查获非法储存烟花爆竹

22箱。

1月2日，崇明警方按照群众举报

线索，在辖区新海镇宏海公路旁的一

烟杂商店进行烟花爆竹专项检查整

治，当场在该杂货店仓库内查获22箱

烟花爆竹。后经询问了解到，这些烟

花爆竹是该店负责人宋某此前从江苏

买进后准备在自家杂货店里出售的。

查获前，店主偷偷将烟花爆竹和其他

货物一起存放在杂货店的仓库里，准

备伺机向附近的村民出售。

目前，警方根据《上海市烟花爆竹

管理条例》等规定，对该杂货店以经营

为目的，非法储存烟花爆竹的违法行

为处以1万元罚款，并对非法储存销

售的烟花爆竹依法予以收缴并对店

主进行了批评教育。

无独有偶，1月3日上午，崇明警

方交警部门在崇启检查站入沪方向检

查一小型客车时，在车辆的后备箱内

查获烟花爆竹2捆（高升）。随后警方

对该车辆驾驶员陆某予以教育告诫，

并依法收缴了该批非法烟花爆竹。

1月 10日上午，崇明警方在 G40

沪陕高速入沪方向崇启检查站对车辆

进行检查时，查获烟花爆竹16箱；同

日晚上，查获烟花爆竹5箱，警方对非

法运输人员张某、施某、王某依法处

理，并依法没收了该批非法烟花爆竹。

【警方提示】

违法存储、运输烟花爆竹均为违

法行为，警方对非法经营、储存、运输、

燃放烟花爆竹行为始终严打严查，市

民朋友要充分认识非法存储烟花的安

全隐患和重大危害，莫因贪图小利或

对相关法律法规缺乏了解而走上违

法、甚至犯罪之路。

同时，警方鼓励广大市民积极举

报 线 索 ，可 通 过“110”报 警 电 话 、

“96119”有奖举报电话及“12345”市

民热线等多种途径对相关违法犯罪

行为进行举报，并自觉抵制非法烟花

爆竹。

崇明警方持续开展

烟花爆竹专项安全管控

世界级生态岛“专属”人才政策出台

本报讯 世界级生态岛需要世

界级的人才参与建设。近日，《崇明

区关于加强世界级生态岛建设人才

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正式出台。《意见》从全区人才

引进、人才培养、平台建设和服务保

障四个方面总体考虑，针对顶尖人

才、领军人才、高层次人才、专业技

能人才四个阶梯分类设计相应政

策，较为系统、全面地提出了17条

具体意见。

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人才

资源是核心要素和基础保障。数据

显示，截至2015年底，崇明人才数量

为6.27万人，占户籍人口的9.22%，

远低于全市30.86%的平均水平。此

外，以往崇明吸引集聚人才的平台

和办法不多，缺少吸引和留住紧缺

急需人才的方法和途径。总量少、

高端少、体制外少，是崇明人才工作

此前面临的局面。制定人才新政，

就是为了解决“人才短板”问题。

本次出台的《意见》，围绕世界

级生态岛建设的战略目标和重点任

务，聚焦提升生态品质、改善生态人

居、完善公共服务、发展生态产业等

重点领域，制定世界级生态岛建设

人才目录。

针对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的人才

需求和现实短板，崇明将积极引进

顶尖人才、领军人才等战略级卓越

人才，抓紧引进高层次人才、专业技

能人才等紧缺急需人才，制定完善

的人才分类政策支持体系。争取用

五年时间，引进顶尖人才10人左右、

引进和培育领军人才40人左右、高

层次人才1200人左右、专业技能人

才8800人左右。五年后，全区人才总

量预期达到8.4万人以上，基本解决世

界级生态岛建设的人才短板问题。

迈向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的伟大目

标，崇明对于人才的渴求前所未有。

《意见》对标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发展

“十三五”规划对战略科学家、卓越工

程师等为代表的顶尖人才、领军人才

的需求，提出实施战略级卓越人才引

进计划，为世界级生态岛建设进行整

体设计和规划，为推进重点项目出谋

划策、事前把握。

根据《意见》，崇明将探索实施区

政府聘请世界级生态岛总设计师计

划，邀请全球生态领域顶尖人才定期

入驻，进行战略设计和整体规划；探

索实施区政府聘请战略科学家、卓越

工程师、首席品牌策划师和重点项目

牵头单位聘请专家顾问等计划，邀请

国内外顶尖人才、领军人才定期为生

态技术研发、生态治理、建筑设计、景

观塑造等出谋划策、参谋决策；探索

通过生态岛建设重点项目全球发包

方式，邀请国内外相关领域的顶尖人

才、领军人才指导和参与重点项目规

划建设。

《意见》明确，对指导和服务世界级

生态岛建设且每年来崇明工作不少于

1个月的顶尖人才，最高给予100万元

的人才津贴。对研究和参与生态岛建

设重点项目且每年来崇明工作不少于1

个月的领军人才，最高给予50万元的

人才津贴。符合世界级生态岛建设战

略定位且落地崇明的国家及上海“千人

计划”等领军人才，按创新和创业分

类，分别最高给予配套资助、购房补贴、

创业补贴、团队建设等共计400万元、

500万元。

引进的顶尖人才、领军人才，工作

地和生活地均在崇明区域范围内的，

工作满五年，对顶尖人才给予400万

元的购房补贴，对领军人才给予 200

万元的购房补贴。

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崇明人

是主力军，责无旁贷。为鼓励更多崇

明籍人才投身家乡建设，《意见》明

确，将实施崇明籍人才开发计划。

崇明鼓励崇明籍优秀大学生回

乡就业，对回乡工作满五年的全日

制大学生给予培养补贴。其中，毕

业于“双一流”院校的本科生，每人

补贴6万元；在“双一流”院校连读

的硕士生每人补贴10万元，在“双

一流”院校连读的博士生每人补贴

15万元。

崇明将积极发掘和培养崇明各

领域乡土人才，加强乡土人才技能

培训和技艺传承，重点引进和选拔

一批新型职业农民标兵，经评定，最

高奖励5万元。对能工巧匠、民间

艺人、非遗项目传承人，最高奖励

10万元。

根据《意见》，崇明还将争取市

教委支持，与优质高校深化合作，在

崇明籍学生中定向培养一批农业、

教育、卫生、文化、体育、旅游等重点

领域的紧缺急需专业技能人才。定

向培养生取得任职资格，在委培单

位工作满五年，根据定向培养和规

范化培养周期，按每年1.5万元给予

培养补贴。同时，支持和鼓励崇明

籍学生选择中本贯通教育模式，培

养一批实用型专业技能人才。在生

态农业、海洋经济、旅游健康、科技

创新等领域单位工作满五年，给予

6万元的培养补贴。

此外，崇明还将重点引进农业、

教育、卫生、文化、体育、金融、旅游、

建设、环保、水务等领域的高层次人

才，并根据世界级生态岛建设战略

定位和发展方向，吸引海内外优秀

创新创业人才带技术、带项目、带

团队落地崇明。

□ 记者 朱竞华

用五年基本补齐人才短板

谣言治理：“牛奶黄曲霉菌超标”谣言炮制者获刑10个月

2016年10月底，一则宣称“蒙牛

纯牛奶刚刚被查出黄曲霉菌超标”的

谣言视频在微信平台上疯狂传播，给

蒙牛公司造成巨大损失。

日前，该谣言视频炮制者许某某

被判处10个月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及

没收作案工具。

【谣言经过】

据内蒙古和林格尔县法院依法审

理查明，许某某在福建泉州注册了一

家运营微信公众号的公司，为提高其

公众号的知名度及阅读量，他于2016

年10月从网上下载了2011年一段涉

黄曲霉菌的旧新闻视频进行加工。通

过遮挡日期信息、加挂微信号标识等

方式，许某某对原视频进行了实质性

修改后，上传到腾讯视频。

2016年10月27日、28日间，他在

自己经营的 5个公众号上发布该视

频。仅仅10余天中，视频就被1000余

家微信号转发，多篇转发稿件的阅读

量达到“10万+”。该蒙牛黄曲霉菌谣

言视频迅速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不良影

响，使人误以为是最近发生的事件，致

使蒙牛公司蒙受巨大的声誉损害和经

济损失。

【处罚结果】

内蒙古和林格尔县人民法院认

定，许某某及其公司利用互联网故意

修改和发布视频，给被害方造成重大

损失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其行为构成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

罪。依据《刑法》第二百二十一条、第

二百三十一条及相关规定，判决许某

某有期徒刑10个月，判处许某某及其

公司罚金共计70000元，没收笔记本

电脑、苹果手机等作案工具。

实施战略级卓越人才引进计划

鼓励崇明籍人才投身家乡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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