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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非法捕捞只有进行时
被“高息”诱惑

44万险被骗

□ 记者 沈俊

崇明将继续保持严查重罚高压态势

春季，是江河湖海中各类鱼、
虾、蟹生长繁殖的关键时期，为了
保证水产资源可持续利用，每年的
2 月 16 日至 5 月 16 日，都是崇明内
陆水域禁渔期。几个月来，区农委
执法大队持续开展执法行动，收效
显著。5 月 11 日，执法人员在辖区
内开展了内陆水域禁渔期期间的
最后一次夜间巡查，记者进行了跟
踪采访。

19 时许，夜幕刚刚降临，区农
委执法大队的工作人员，兵分两路
在陈家镇至竖新镇的重点水域进行
巡查。

20时 40分左右，由区农委执法
大队副大队长钱伟兵带领的小队，
在响大公路、向蟠公路口的响大公
路 2 号桥附近水域巡查时发现有人
在用地笼进行捕捞。

执法人员随即将两名采用地笼
捕捞的嫌疑人抓获。这两名嫌疑人
姓陶，为亲兄弟，虽然只有 20 岁出
头，却已是地笼捕捞的熟手。在嫌
疑人陶某放在电动三轮车上的桶
内，记者看到了拇指大小的幼鱼和
只褪过两三次壳的童子蟹。

“电捕鱼还有毒鱼，那才算非法

捕捞。”面对执法人员的询问，陶某依
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违法行为，坚称
地笼捕鱼不属于非法捕捞。陶某表示
自己的地笼等网具均在渔具店购得，
既然能买到那就能用。

“地笼的网眼比较小，对河里的小
鱼小虾有灭绝性的打击，地笼也是我
们严厉打击的对象。”钱伟兵坦言，虽然
禁止非法捕捞宣传持续不断，但依然
有不少人认为只有电、毒、炸鱼才涉嫌
违法，其实，在崇明全域范围内，只允许
唯一一种捕鱼行为，那就是“钓鱼”。

不 久 ，另 一 路 执 法 人 员 传 来 消
息，他们在竖新镇育才村的一条乡间
小河边，将正在电捕鱼的陈某当场抓
获。虽然只是一个高功率电瓶、一个
简易网兜，但在短时间内，就能轻而
易举地将鱼虾电晕。记者在陈某的
网兜内看到，里面除了黄鳝外，还有
各种小鱼小虾。

面对执法人员的质询，陈某百般
狡辩，避重就轻。“禁渔期并没有规定不

能捉黄鳝。”交谈中，陈某坚称自己
不是电捕鱼，而是来捉黄鳝的。执
法人员介绍，电流通过水面，水中的
各类生物无一能幸免，区域内的生
物链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修复。

在将陈某交给警方后，执法人
员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巡查。截止到
第二天清晨 6点，他们共查获 1起电
捕鱼、4 起地笼捕鱼案，共处罚款
21000元，没收地笼 140条。

据悉，在为期 3 个月的内陆水
域禁渔期管理中，区农委执法大队
的执法人员共办理渔业行政违法案
件 67件，其中 22件按照渔业法进行
了行政处罚，还有 45 件由公安部门
立案处理，进入司法程序。收缴电
捕工具 47 套（其中包含电瓶 67 个、
升压器 47件），没收小船 10多艘。

钱伟兵表示，水环境保护是世
界级生态岛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而内陆水域电捕鱼等非法捕捞行
为，不仅违反我国渔业法，更会对本
区渔业资源和水域生态环境造成极
大破坏。所以在内陆水域禁渔期结
束后，他们将继续保持严查重罚的
高压态势，进一步加大对本区内陆
水域渔业资源和水域生态环境的保
护力度，为鱼类增殖、实现生态可持
续发展撑起绿色保护伞。

地笼捕鱼也违法

电捕鱼严重破坏生物链

有力打击各类非法捕鱼

近日，崇明警方会同银行工作人
员及时反应并成功劝阻一起电信诈骗
案件，为遭受诈骗并前来办理转账汇
款的老人和女儿避免损失 44万元。

5月10日上午，汲浜派出所接到辖
区农业银行报警求助称，一名中年妇
女携一位年迈老人来到中兴镇辖区农
行网点，要求开通网银业务以便进行
转账汇款。当银行工作人员详询客户
开通网银转账的用途时，老人支支吾
吾，神态可疑，而中年妇女则称资金用
作投资。出于对客户资金安全考虑，
银行进一步询问其具体投资信息，但
中年妇女面露不耐烦，表示说不清楚
并要求赶快办理业务。银行工作人员
感觉蹊跷，便赶紧拨打了报警电话。

得知情况后，民警立即赶到现场，
此时老人手机铃声响起，接通后，对方
催促老人不要多与银行员工交谈，赶紧
开通网上银行并及时向其转款。民警
根据现场情况判断老人是遭遇诈骗了。

后经了解，当事人陆老伯今年已
70 多岁，陪老人一同来的是其女儿，
开通网银是为了办理转账汇款至一家
名为“北京振农科技有限公司”做木炭
投资，对方“承诺”每投资 10万元，3年
后可连本带利获得 24 万元的高额收
益。老人和女儿一商量，感觉利息可
观，比存在银行或者其他理财收益高
出很多，于是便在女儿的陪同下一起
到银行欲将 44万元存款全部转出。

民警和银行工作人员向受害人明
确表示，这是一起典型的非法集资事
件，并告诉父女俩切勿相信以高回报
为诱饵的集资诈骗。期间，民警和银
行工作人员还对陆老伯父女开展了反
诈骗宣传，并以相关集资诈骗的典型
案例进行耐心劝说。在警方和银行工
作人员的耐心劝阻下，两人终于醒悟。

目前，警方正在对该诈骗案件进
行进一步侦查。

【警方提示】
高息诱惑是诈骗分子常用的方

式，面对日益变化多端的电信网络诈
骗，市民朋友要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对
声称高出一般理财产品收益很高的所
谓“投资”，要多留心眼，不要轻易相
信，防止受骗。

□记者 沈俊 通讯员 许鹏

坚定信心 为美好生活努力奋斗

（上接1版）目前，曼启茶厂、蚂蚁堆茶
厂也已建成投产，有效带动了当地产
业发展、群众就业增收。李政对此表
示肯定，同时指出，贫困群众既是脱贫
攻坚的对象，更是脱贫致富的主体，要
注重激发内生动力，引导他们靠自身
努力过上好日子。在临翔区，崇明区
党政代表团还来到农产品交易市场在
建项目现场、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
等地调研。李政表示，农产品交易市
场、电商服务中心的投入使用，将为临
翔优质农产品的输出搭建平台，从而
提升产业扶贫综合服务水平。崇明一
定会利用自身优势，为临翔优质农产
品“走出去”牵线搭桥，促进当地产业

增效、农民增收。
双江自治县沙河乡平掌村是当地

建档立卡的贫困村之一，全村辖 5 个
自然村。李政一行来到平掌村，了解
扶贫协作开展情况。一位村干部说，
2014 年该村贫困发生率为 40%，通过
沪滇协作扶贫，2017 年贫困户仅剩 1
户 3 人。平掌村还与村民签订了“双
向承诺”，即村干部承诺全力帮助村民
脱贫，村民承诺遵守村规民约、送孩子
入学等事宜。值得一提的是，村里以
前最破的地方是学校，现在，学校已是
村里最大最好的地方。李政对平掌村
的这些做法表示赞赏，他说，阻断贫困
代际传递，教育扶贫是治本之策，扶贫

先扶志，扶贫必扶智。李政一行接着
来到该村所辖的邦佑自然村，这是一
个汉族、拉祜族杂居的村寨，2017 年
42 户 163 人全部脱贫。村口“沪滇一
家亲”的石碑十分醒目，花草在风中摇
曳。李政走进村民家中，与村民亲切
交谈，了解到该村群众在接受扶贫帮
助的同时，通过自身努力增加收入，有
的还办起了农家乐。李政鼓励他们坚
定信心，为美好生活努力奋斗。

耿马自治县是云南省 29 个少数
民族自治县之一，也是一个边境县。
崇明区帮扶耿马自治县的项目主要涉
及该县贺派乡芒底村、孟定镇尖山村、
勐永镇帮令村等。李政一行来到贺派
乡泽安安置点等地，深入调研扶贫协
作相关情况。该安置点以小城镇集中

安置为主，按照“搬得出、稳得住、逐步
能致富”的要求，现已编制完善安置点
产业规划和就业计划，并落实到户到
人。村民群众告诉李政，以前大家住
的是大砖房或蔑芭房，人居环境脏
乱。通过帮扶项目的实施，大家住进
了新房，用上了自来水，安装了太阳
能，还有了自家的卫生间，居住环境舒
适整洁，村庄面貌焕然一新，激发了大
家团结奋斗、共建美好家园的热情，坚
定了脱贫攻坚的信心和决心。李政对
此表示肯定，同时希望村民群众要感
党恩、跟党走，促进边民安居乐业、一
心戌边，实现守边固边与惠民富民齐
推并举。

如何通过产业帮扶增强对口地区
的“造血”功能，是崇明区党政代表团

此行的关注重点。崇明区对口沧源自
治县的协作项目目前主要涉及糯良乡
班考村十七组和勐来乡民良村崖画
寨，项目惠及 190 户群众。李政在实
地调研时了解到，班考村十七组“美丽
乡村”旅游示范项目包括农户民房建
设及特色包装、养殖小区建设、游客服
务中心建设、村民活动室建设、雨污管
网建设等，建成后，将成为当地群众脱
贫增收的助推器。崖画寨扶贫协作项
目涉及民房改造、壁画美化、养殖小区
和特色旅游产品展览交易平台、绿化、
基础设施改造等。李政指出，产业扶
贫增收要更精准，通过建立和提升“造
血”功能，实现脱贫目标。

区领导陈学哲、姚思平、黄晓霞、
张荣、朱庆华等参加相关考察活动。

不辱使命 打赢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

（上接1版）确保临沧脱贫攻坚首战首
胜、决战必胜。临沧要学习崇明世界
级生态岛建设的思路、举措、经验和上
海干部的思想、能力、作风，通过双方
共同努力，把崇明与临沧的合作打造
成沪滇扶贫协作的典型。

李政说，这次临沧之行，是学习之
旅、交流之旅、合作之旅。上海和云南
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已有 22 年，双方齐
心协力、携手攻坚，成效明显。去年
12 月，崇明区与临沧市 8 个县（区）结
对，此后两地互动频繁，交流日益紧
密，并签订了东西部扶贫协作框架协
议，合作不断深化。临沧坚持以脱贫
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脱贫攻

坚力度大，发展态势好，形成的好做
法、好作风值得崇明认真学习。

“我们一定会将沪滇扶贫协作作
为一项光荣的政治任务，带着使命、带
着责任、带着感情，做好各项工作。”李
政说，打赢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是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实现
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的重大战略
部署。崇明将一如既往地高度重视东
西部扶贫协作工作，按照中央以及上
海市委、市政府，云南省委、省政府的
决策部署，加强精准对接，全面推进东
西部扶贫协作。崇明将在完善对口协
作机制、加大对口支援力度、加强人才
交流等方面下足功夫，围绕项目抓援

建，围绕民生抓援建，围绕深化结对抓
援建，围绕交流、交往、交融抓援建，强
化工作责任、抓好督查考核，确保帮扶
工作见实效，同临沧人民一道，坚决打
赢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携手奔小康。

李政对 8 位崇明援滇干部提出期
望，对临沧广大干部群众给予他们的关
心关爱表示衷心感谢。他要求崇明援
滇干部珍惜荣誉，强化政治意识，牢记使
命担当，在临沧市委、市政府领导下，积
极有为、做好工作；自觉向临沧干部群众
学习工作经验、工作作风，扎下根、沉下
心、接地气，锻炼才干；锤炼过硬作风，严
守纪律、严守规矩，不负组织重托，不负
临沧人民期待，不负家乡人民支持。

李政还介绍了崇明经济社会发展
情况。他说，走过十多年生态立岛之

路的崇明，是河口之岛、城市之岛、生
态之岛、花卉之岛，被誉为“太平洋西
岸难得的一块未被污染的净土”。崇
明生态岛建设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列
为经典案例，向全球推荐。在长江沿
线共抓大保护、上海建设卓越全球城
市的大背景下，崇明迎来上海举全市
之力推进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承办第十届中国花
博会的大好机遇，将全力以赴做好生
态治理、发展生态产业、建设生态城
镇、生态惠民、筹办花博会五大文章，
积极推进生态、生产、生活融合发展，
努力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提供
崇明案例。诚邀临沧市领导来崇考察
指导世界级生态岛建设，共同推进经
济社会加快发展。

会上，崇明区政府与临沧市8县（区）
政府签订2018年帮扶项目协议；崇明区
6个乡（镇）、2个国有企业与临沧市8个贫
困乡（镇）签订携手奔小康结对协议。

又讯 5 月 7 日晚，上海市崇明区
与临沧市东西部扶贫协作联席会结束
后，李政召集 8 位崇明援滇干部举行
座谈会。8 位崇明援滇干部简要汇报
了扶贫协作工作情况，并表示一定不
辱使命，与临沧人民一道，坚决打赢打
好精准脱贫攻坚战。

李政代表区委、区政府和家乡人
民向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的同志们及
其家属致以问候和敬意，同时希望崇
明援滇干部要谨记“安全第一”，精诚
团结、互帮互助，用心用情积极作为，
工作好、学习好、生活好。

世界级生态岛建设要坚持规划引领

（上接 1版）建设美丽乡村、打造“三
高”农业等方面开展的探索性、试点性
工作给予更多支持，帮助崇明更好地
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崇明也将
继续守牢土地底线，加快推进土地减
量化。

李政说，规划编制工作在崇明世
界级生态岛建设过程中占有重要地

位，起着龙头引领作用。目前，崇明正
面临建设世界级生态岛、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承办中国花博会的三大历史
机遇，都需要规划给予强力支持。希
望市规土局对崇明规划编制工作给予
更多指导，提升规划的可操作性，体现
总体规划的导向作用。

在听取崇明区规划土地工作情况

汇报后，徐毅松指出，崇明世界级生态
岛建设是上海实施新一轮总体规划、
实现卓越全球城市目标的一个重要战
略，也是落实国家新的生态发展理念
的一个重要举措，必须坚持规划引领，
坚持高标准地规划和高水平地建设。
崇明要在落实乡村振兴战略上不断发
力，积极探索新路径新方法，为全市提
供可推广可借鉴的案例。建设崇明世
界级生态岛，市规土部门责无旁贷，要

与崇明区建立更加通畅的沟通渠道，
全过程、全方面、系统地跟踪和指导好
崇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要尽快对
接好崇明举办中国花博会的相关规划
事项，帮助崇明将这届花博会打造成
世界级生态岛建设过程中的一个亮点
项目。

座谈会上，市规土局总规处、综保
处、村镇处等负责同志还与区规土局
负责同志进行了深入的沟通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