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今年 4月 29日，崇明开
通旅游1线、旅游2线两条纯电动旅
游专线巴士，为散客在崇游玩提供了
一种新的出行选择。日前，记者从区
旅游部门获悉，但凡在今年 6月至 8
月间乘坐旅游巴士的市民，可享受沿
途景点门票半价的折扣优惠。市民
通过坐船或陆路交通抵达位于城桥
镇的南门水陆换乘中心后，便可坐上

专线巴士前往各个景点。
此外，从今年 6月 11日起，前卫

村、三民文化村、东滩湿地公园、高家
庄园、紫海鹭缘、瑞华果园、瀛东村等
7个崇明知名景点推出“周二半价游”
活动，市民在每周二前往以上7个景
点都可享受门票半价优惠，活动持续
至今年12月31日。

崇明旅游1线由南门水陆换乘中
心开往前卫村，中途停靠高家庄园、
东平国家森林公园、三民文化村，回

程相同。该线全长27.5公里，票价为
12元，采用多级票价。每天双向 4个
班次，南门水陆换乘中心发车时间为
9：00和13：20，前卫村发车时间为11：
00和15：40。

崇明旅游2线由南门水陆换乘中
心开往西沙?明珠湖景区，为直达车。
该线全长25公里，票价10元。每天双
向4个班次，南门水陆换乘中心发车时
间为 9：00和 13：20，明珠湖发车时间
为11：00和15：40。

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关乎
每个崇明人的切身利益，同样也需
要广大群众积极参与进来。去年5
月下旬，崇明区信访办在网上信访
（投诉）中心平台开通了“世界级生
态岛建设意见建议征集专栏”，不
管你是土生土长的崇明人，还是来
崇明安家落户的新崇明人，或是对
生态岛建设高度关注的岛外人，都
可以注册登录后提交关于生态岛
建设的“金点子”。一年多来，通过
这条“绿色通道”，大量高质量的建
议被交到职能部门和区相关领导
手中。

“崇明的环境越来越好，马路
边、公园里、小区里都种上了很多
好看的花草树木，大家都很想知道
这些植物叫什么名字，花期在什么
时候，有哪些习性。能不能请专家
们给出正确答案，做成标志牌，插
在绿化旁边，牌子上可以写个大
概，然后印上一个二维码，这个二
维码可以连接着一个公众号，公众
号里有对于这种植物的详细介绍，
还有在一年四季中各个时期的照
片、介绍，这样可以让年轻的父母
们在小区里散步的时候给孩子们
讲解，在马路上逛街的时候增加知
识，在公园里玩耍的时候观察自
然，生活中的各个地方都能了解到
各种自然知识，加强大家对于生态
岛建设的认同感以及自信。”

就在前几天，有市民在意见建议
征集专栏里写下了这样一条建议。
建议虽小，却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高度
重视。信访办将这条建议交到了崇
明建设和管理委员会手中。随后，区
建设管理委认真地回复了该市民：您
反映的信访事项已受理。经研究，现
答复如下，非常感谢您对崇明生态岛
建设的关心和支持。我委已开通“崇
明区大树保护”微信公众号，开辟了

“绿化科普”“绿树雅韵”和“绿色瀛
洲”三个板块，其中“绿化科普”对常
见植物有专栏介绍，以便于让广大市
民更好地了解常见植物习性。此外，
2017年开始在部分校园开展试点，对
绿植悬挂印有二维码的标志牌，通过
扫描该二维码可连接“崇明区大树保
护”公众号“绿化科普”栏获得植物的
简介，已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接下来
将逐步在公园、道路、绿地等区域开
始推广，让广大市民在游玩赏析的同
时，更多地了解各种植物的生长习
性，增加绿化知识，同时增强广大市
民爱绿护绿的意识。

“不要小看群众的意见建议，世界
级生态岛建设，离不开群众的呼声和
智慧。”崇明区信访办副主任张奇表
示，作为体察民情、联系群众、反映社
情民意的重要部门，崇明区信访办始
终高度重视人民建议征集工作，凡是
具有一定合理性、建设性、有利于社会
发展的，都会呈区有关部门和领导。

“你可随意建议，我必用心答复”，这是
意见专栏开设之初对广大群众的

承诺。
据介绍，意见建议征集专栏开设

一年多来，已收集了大量的意见建
议，这些意见建议，主要集中在交通
出行、环境保护、旅游文化、水资源和
农业发展等方面，其中不少有较高的
参考价值。许多关心崇明世界级生
态岛建设的岛外专家和有识之士也
通过平台发表了自己的真知灼见。
比如，市委农办新农村建设协调处一
专家就来信提出了绿色产业体系、海
陆空交通体系等先进理念，来信内容
有近万字，其中不少是来信者的创新
思考。还有浦东新区一市民从生态
文化角度出发，建议政府组织抢救一
批古街古宅，为崇明人民留下更完整
的可传承文化。

“有些工作相关部门一直在做，但
群众可能不甚了解，这套意见建议收

集机制还起到了相互沟通的作
用。”张奇表示。像上述抢救古街
古宅的建议，区文广影视局反馈称
目前已建立不可移动文物长效监
管机制，加大不可移动文物修缮维
护力度，同时还在积极推动不可移
动文物适度开发利用。

这套机制的建立也有助于打
破群众对信访工作一直以来的误
解。张奇说，很多人以为，信访就
是在遇到难题解决不了时，提出诉
求让政府解决。事实上，根据我国
信访条例，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建
议和提出投诉请求一样，都是信访
的主要内容。受理投诉请求固然
重要，但这不是信访工作的全部，

“世界级生态岛建设意见建议征集
专栏’的推出，一定程度上有助于
信访功能回归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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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丁沈凯

□ 记者 孔玲娇

□ 记者 许聪

开设“绿色通道”，收集百姓金点子

本报讯 由市体育局、市教委主
办的“太平洋保险杯”上海市第十六
届运动会崇明区城桥镇青少年社区
运动会日前在东门中学举行。精彩
的少儿啦啦操、花样跳绳和成人太极
操表演拉开了比赛的序幕，来自城桥
镇地区8所中小学的近500名青少年
学生参加比赛。

据介绍，此次比赛是近年来本区
社区青少年运动会规模最大，参与人
数最多的一次赛事，共设小铁人三
项、足球、乒乓球、篮球、跳绳、飞镖、
飞叠杯等7个项目，为广大青少年校
外学习体育技能、增强体质搭建了活
动平台，展示了青少年健身锻炼，积
极进取的精神风貌。

□ 记者 张峰

城桥镇青少年社区运动会举行

乘旅游巴士去景点 门票享半价
崇明新推景点门票打折活动——

□ 记者 朱竞华

“世界级生态岛建设意见建议征集专栏”保障“问计于民”

本报讯 近年来，崇明深入开展
“五美社区”建设，着力打造崇明美丽
乡村特色。陈家镇鸿田村将村居睦邻
点作为“五美社区”建设中的一大亮
点，发挥睦邻点优势，开展形式新颖、
活泼健康的群众互动活动。

走进陈家镇鸿田村村民张美萍
家，十多个村民围坐在一起，用崇明山
歌哼唱着悠扬动听的曲调。自从去年
张阿姨家办起了“山歌韵”睦邻点，邻
居们总喜欢到睦邻点上开展活动，一
起读书看报、唱山歌、编排山歌小戏，
生活过得其乐融融。

近期，崇明积极实施农村生活污
水处理、垃圾分类等工作，“山歌韵”睦
邻点发挥自身优势，把生活污水处理、
垃圾分类等知识编写成崇明山歌，以
山歌的形式传唱，得到了村民们的积
极响应。据了解，鸿田村目前一共有
5个睦邻点，崇明全区共推进了近500
个睦邻点，每个睦邻点定期开展形式
多样、新颖活泼、健康有益的群众互动
活动，为村民们搭建了交流沟通的平
台，村民们参与乡村建设的积极性也
更高了。

本报讯 6月12日上午，云南省临
沧市凤庆县代表团来崇考察座谈会在
区会议中心举行。区委副书记侯继
军、副区长黄晓霞等参加考察座谈会。

侯继军对凤庆县代表团的到来表
示欢迎。他说，对口帮扶凤庆是中央
及上海市委、市政府交给崇明的一项
重大政治任务，也是对崇明的高度信
任，崇明始终坚持尽力而为、全力以
赴、务期必成。今年，适逢凤庆脱贫攻
坚进入首战即决战的关键时期，崇明
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开
发重要战略思想，按照中央和上海市
委、市政府对做好新时代扶贫协作工
作的新指示新要求，自觉对标最高标
准，倾注真情实意，付出最大努力，全
力以赴做好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

凤庆县委书记陈昌砚对崇明给予
凤庆脱贫攻坚工作的大力支持表示感
谢。他说，与崇明结对以来，凤庆的产
业发展、基础设施、社会事业和生态环
境建设得到提升，群众生活有所改
善。当前，凤庆在产业、交通、居住、就
学、就医等方面面临的困难还较为突
出，希望能在项目扶贫、人才交流、帮
扶支教等方面与崇明展开更多合作，
携手打赢脱贫攻坚战。

全力以赴做好
扶贫协作工作
云南省临沧市凤庆县代表团
来崇考察

村居睦邻点搭平台
山歌嘹亮唱响生活

上海市崇明县八渡界杂货商店遗
失 食 品 流 通 许 可 证 正 本 ：
SP3102301150004360

上海海登物流有限公司遗失道路
运输证：沪B95653

上海海双物流有限公司遗失道路
运输证：沪EQ0500

遗失启事

本报讯 日前，新华医院崇明分院
外二科党支部组织20多名专家来到
港沿镇惠军村，为村民进行义诊，受到
村民欢迎。

这些专家来自骨科、外科、妇科等
多个科室，他们一早就来到齐茂粮食
专业合作社，为等候在那里的村民测
量血压、把脉问诊，提出针对性的诊疗
建议。

惠军村离南门有30多公里路，地
处偏远，公交班次少，交通不方便。今
年，新华医院崇明分院外二科与惠军
村齐茂粮食专业合作社结对共建，双
方党支部把为民办实事、做好事作为
一项惠民工程，医院科室表示，今后将
不定期开展义诊服务，送医上门，帮助
村民缓解看病难问题。

本报讯 日前，“世界的崇明 七彩
的端午”2018年崇明区学生传统节日
主题教育展示活动在区青少年活动中
心堡镇分中心举行。区委常委、宣传
部部长龚朝晖出席活动。

来自向化小学、向化中学、育才小
学等十所学校的课程活动成果展示项
目《灶花风韵》《创意纸艺》《水墨趣无
限》等，弘扬了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也展示了新一代少年儿童的风采。

在课程活动教学展示项目中，竞
存小学的《瀛洲古调》、平安小学的《探
秘五彩纸浆》、西门小学的《中国象棋》
等，课程新颖、有趣，充分激发了孩子
们的求知欲和探索欲。

此外，在经典诵读节目《不屈的诗
魂》《放风筝》中，学生们以饱满的激情
向先人致敬，向祖国献礼，迎接端午
佳节。

七彩活动迎端午
崭新姿态创未来

义诊到村头
村民得实惠
□ 记者 张永昌

▲崇明网上信访中心平台首页

共设7大项目，8所中小学500名学生参与

□ 记者 张永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