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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YICGG2018与YICMG高端论坛
2018青年全球治理创新设计大赛（简称YICGG2018）、第三届澜沧江-湄公河流域治理与发展青年创新设计大赛之第二届澜沧江-湄公河青年创新创业训练营高端论坛暨

闭幕式（简称YICMG高端论坛暨闭幕式）将于7月15日至23日在竖新镇仙桥村举行。让我们一起了解下YICGG和YICMG。

2018青年全球治理创新设计大
赛（简称 YICGG2018）是由联合国开
发计划署（UNDP）与复旦大学于2007
年联合发起，面向全世界青年，世界首
个关注全球治理方案的设计及创意的
比赛。

YICGG2018赛事的主题为“乡村
振兴：绿色发展、创新创业与共享经
济”。目前已经确定将有来自39个国
家的82位全球顶尖的大学生参赛；赛
事主要有开幕式暨高峰论坛、各国展
板展示、激情演讲、世界咖啡屋、田野
调查、文化参访、文化之夜、成果展示、
闭幕式等议程。竞赛选手将借助比赛
成果，为崇明在全球治理、环境保护和
人类未来等诸多问题上形成建设性的
案例助力。同时将有包括联合国原副

秘书长吴红波在内的诸位嘉宾、评委
为此次大赛汇集全球智慧，吸引全球
目光。因此借助此次契机，大赛的成
果将充分为崇明海上花岛建设服务，
更为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提供世界
级的青年方略。

澜沧江-湄公河流域治理与发展
青年创新设计大赛（简称YICMG）自
2015年创办以来，已经举办了3次赛
事、6次活动，得到6国政府、高校和师
生的热烈响应和积极支持。该项目定
位是打造培养各国青年全球视野与国
际工作能力的平台，繁荣流域各国青
年外交、文化外交的管道，促进流域各
国治理与发展、孵化青年创新创业项

目的机制，已成为澜湄合作框架内有
特色、有影响的青年人文交流品牌和
对外宣传高端项目。首届澜沧江-湄
公河青年创新创业训练营已于 2017
年7月在青海省西宁市和玉树藏族自
治州成功举办。

YICMG高端论坛暨闭幕式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以共抓大保
护，不搞大开发为导向推动长江经济
带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着眼地域连
线、情感联络，让位于长江源头的青海
玉树与长江尾端的上海崇明合作交
流、共享发展成果。举办 YICMG高
端论坛暨闭幕式，可通过宣传崇明水
文化、述说崇明保护母亲河的动人故
事，向世界展示崇明在水环境治理和
生态保护等方面的发展成果，提升崇
明世界级生态岛的美誉度，为崇明海
上花岛建设提供智力支撑。

□ 团区委供稿

2018青年全球治理
创新设计大赛

第二届澜沧江-湄公河
青年创新创业训练营
高端论坛暨闭幕式

建设镇2018年村级后备干部招录简章
为进一步加强农村干部队伍建

设，储备村“两委”班子优秀后备人才，
经镇党委研究决定，面向社会公开选
拔一批村级后备干部。

一、招录原则
公开报名、统一考试、公平竞争、

择优录用。

二、岗位需求
共招录15名，具体为：富安村1名，

运南村1名，白钥村1名，虹桥村1名，三
星村2名，界东村1名，滧东村2名，建垦
村1名，建设村1名，蟠南村1名，大同村
1名，浜东村1名，浜西村1名。

三、招录条件
1.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认

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遵纪
守法，德才兼备，为人正派，处事公道。

2.热爱农村事业，群众基础好，具
有强烈的事业心、责任心和奉献精神，
乐于、善于做群众工作，有带头致富的
能力和意识，邻里关系和睦、家人遵纪
守法并积极支持村“两委”工作。

3.具有本镇户籍或长期合法稳定
居住在本镇，女同志年龄一般在35周
岁以下（即1983年7月1日及以后出
生），男同志年龄一般在40周岁以下
（即1978年7月1日及以后出生）；文
化程度为大专及以上，身体健康。特
别优秀的，可适当放宽年龄要求。

4.鼓励符合上述基本条件的退伍
军人、回乡大学生、个体工商户、私营
企业从业人员、企业管理人员、外出务
工返乡人员、种养能手等青年人才报
考，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中共党员。

四、报名方法
1.报名方式：采取现场报名方式。
2.报名时间：即日起至 2018年 7

月 30日（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1：
00，下午13：30-16：30）。

3.报名地点：建设镇党群办。（地
址：建设镇建星路108号建设镇人民
政 府 1号 楼 105室 ；联 系 电 话 ：
59331007。）

4.需携带证件：报名者须提供本
人身份证、户口簿、学历证书等原件、
复印件及本人近期1寸免冠照片1张，
且当场上交纸质和电子版报名表，报
名表在建设镇人民政府网站下载（网
站 地 址 http://jianshezhen.shcm.gov.
cn）。户籍不在本镇的人员，应当提供
所在村党支部出具的居住证明。

五、招录程序和方法
1.组织考试。镇党委组织符合条

件的报考者参加招录考试。考试由笔
试和面试两部分组成。笔试主要测试
考生的综合能力，笔试成绩占总分的
40%，笔试成绩低于合格分数线者不
得进入面试。面试主要测试考生的逻
辑思维和沟通协调能力，面试成绩占

总分的60%，面试人员根据考生的笔
试分数从高到低按照1：3比例确定。

2.组织考察。镇党委根据笔试面
试成绩，研究确定村级后备干部考察
人选，通过访谈、座谈、查阅档案、与考
察对象面谈等形式，了解考察对象的
综合表现。

3.党委审定。镇党委综合笔试、面
试、考察情况，对考察人选进行集体研
究，讨论决定村级后备干部预备人选。

4.公示。对村级后备干部预备人选
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公示，公示时间7天（不
少于5个工作日），接受党员群众监督。

5.录用。公示无异议者，确定为
村级后备干部，并根据各村实际需要，
适时安排后备干部上岗。

六、管理和待遇
1.对上岗的村级后备干部严格按

照《建设镇关于调整充实村级后备干
部队伍的实施意见》进行管理，逐年签
订聘用协议，年度考核不合格者不得
签订下一年度聘用协议。

2.对上岗培养的村级后备干部给
予一定的报酬，月报酬标准为本市最
低工资标准，并参照现任村干部享受
社保待遇。年终考核合格及以上者给
予每人12000元/年的考核奖金。

建设镇党群办拥有本次招录工作
的解释权。

中共上海市崇明区建设镇委员会
2018年7月11日

“争做世界级生态岛的小小奋斗者”
——崇明区新闻传媒中心2018小蜜蜂夏令营活动

你是否在为怎样给孩子一个快
乐暑假而烦恼？赶快来报名参加

“争做世界级生态岛的小小奋斗
者”崇明区新闻传媒中心2018小蜜
蜂夏令营活动吧。

招募对象：高中三年级以下

招募人数：15人

活动营地：上海市崇明区新闻
传媒中心

活动时间：2018年7月16日至7
月20日，为期5天（提供免费中餐）。

活动内容：
1.在崇明区新闻传媒中心主持

人、记者及摄像老师的带领下，近距
离体验新闻采制过程。学习播音主
持、新闻采写、摄影技巧等相关课
程。

2.参与《崇明报》社举办的“争
做世界级生态岛的小小奋斗者”有
奖征文活动。

3.活动中表现优异者将入选崇
明人民广播电台《校园星空》小主持
人、小记者团队，参与电台《校园星
空》、《品味阅读》等多档栏目的录制。

4.前往崇明区科技馆参观，参
与科技小讲台活动——手工制作：
风力发电小风车。

5.前往崇明固体废弃物处理科
普教育基地参观。

6.前往崇东水产专业合作社，
了解螃蟹的生长过程，观察清水蟹
的蜕壳。

报名方法：本次活动采取现场
海选报名。

海选规则：
1.7月12、13日上午（9：00-11：

00）、下午（14：00—16:00）在崇明区
新闻传媒中心204会议室进行现场
海选，请自备一段20秒以内自我介
绍和3分钟以内才艺展示。

2.因故无法参加现场海选的同
学可以制作一段3分钟以内的才艺
展示视频，并在开头配上不多于20
秒的自我介绍，于7月13日17时之
前 将 视 频 发 送 至 邮 箱 ：
cmfm887@qq.com。

3.本次海选录取结果将于7月
14日 通 过 021-59621279或 021-
59620303进行电话通知。

崇明区新闻传媒中心
2018年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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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植水生态优势 强化水环境治理
（上接1版）坚决贯彻执行区委、区政
府工作部署和指示要求，确保水务工
作始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把好选人
用人关口，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水务干
部队伍，不断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持
之以恒正风肃纪，营造水务系统风清
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

记者：根据《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发
展“十三五”规划》，崇明到2020年基
本实现全域达到水环境功能区的水质
控制标准，实现出水断面水质不劣于
进水断面。目前，我们离目标还有多
大的差距？将通过哪些举措来提升全
域水环境质量，直至目标达成？

李兵华：近年来，我们通过全面实
施河长制、重污染河道整治、河道生态
治理、中小河道轮疏等项目，崇明水环
境质量不断提升。对标世界级生态岛
高标准、高要求，未来我们将通过污染
源治理、水动力提升、水生态修复、河
道长效管理等几项举措，提升崇明世
界级生态岛水环境质量。

(一)以“控源头”为重点，强化水

岸联治
全面完成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建设。落实一级A标、建养一体、一镇
一标、一线监管“四个一”工作要求，到
2018年底完成约 19.2万户农村生活
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实现崇明农村生
活污水全处理、全覆盖、全达标。完善
截污治污。在去年完成四大污水处理
厂提标改造的基础上，新建10公里污
水收集管网，继续做好集中式污水处
理厂、集镇污水处理站以及相关镇域
市政污水管道的行业管理。强化水体
污染源监控监管。聚焦地表水水环境
常规监测断面，编制“一断面一策”，落
实问题清单、措施清单、责任清单“三
清单”，推进农业面源污染防治，严控
工业企业排污。

（二）以“通净美”为目标，调活水
体动力

优化大调水方案。建立崇明岛域
水动力模型，优化崇明调水模式。大
调水期间，组织各乡镇集中开展网络
子、地笼、沉船、坝根、锁口等阻水物清
理。实施断头河治理。实施《上海市
崇明区断头河整治三年行动计划

（2017-2019）》，计划整治河道 704条
段。2018年底完成本轮河道轮疏。

（三）以“保生态”为基础，加快水
体修复

全面消除劣V类水体。全面排摸
全区河道水质，制定“一河一策”，到
2020年底全面消除劣 V类水体。推
进河道生态治理。按照《上海市崇明
区河道生态治理技术导则（试行）》，以

“保生态”为基础，全力推进东平河、鸽
龙港、鹗鸪港三条区级河道的整治项
目。每年推进约50km河道生态治理
项目。试点水环境治理新技术。开展
水体水质提升、生态修复、固化土护
坡、区域河道生态治理等多方位、多层
次的技术试点。

（四）以“河长制”为抓手，强化长
效管理

深入推行“河长制”。压实全区
1144名河长职责，督促各乡镇落实
市、区、镇、村管河道“一河一策”方
案。推进“河长制示范镇”创建工作，
加大宣传工作力度，做好“我的海岛，
我的河”志愿者服务活动，继续开展五
美评选活动，进一步强化各级河长的

责任意识和社会群众的参与意识。扎
实做好河道管理养护日常工作。深化
第二轮市、区管河道设施养护社会化、
专业化成果，开展镇级河道市场化管
理，开展以“村民自治”为基础的村级
河道“以奖代补”试点工作。推进智慧
水务平台建设。整合生活污水处理设
施远程监控系统、水文、水质、引排水
等信息资源，构建智慧水务平台，实现
水环境科学化、智慧化管理。

记者：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
活水平在提高，但同时也带来了生活
污水的增加，很多污水由于没有及时
处理，给环境带来了危害。在城镇、农
村污水治理方面，崇明通过怎样的手
段和方法进一步提升污水处理率，减
少生活污水对环境的影响？

针对城镇污水治理方面，提标完
成城镇污水厂全面改造。至2017年
底，城桥、堡镇、新河、陈家镇污水处理
厂提标改造和城桥、陈家镇污泥无害
化处置工程全面建成并投入使用，并
累计完成55公里污水收集管网完善

工程。通过新建、改建污水处理设施
设备，有效提升污水处理能力，出水标
准由原先的一级B、二级标准提升到
一级 A标准。此外，我们正在编制
2020-2035年污水处理专业规划，完
善污水管理建设，适时启动污水处理
厂扩容工程，进一步提升处理能力，提
高排放标准。

针对农村污水治理，提速实施农
污基础设施建设。引进新工艺。在污
水处理工艺选择上，确定了一些适合
崇明生态岛建设要求的、技术成熟、绩
效合理、群众认可的先进工艺。明确
新标准。制定《关于加快推进本区生
活污水处理工作实施方案》《崇明区生
活污水处理“建养一体化”管理办法》，
明确了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作“四个
一”的要求。实施新监管。制定了抽
检时间随机、抽检地点随机、抽检机构
随机的“三随机”工作机制，以及农村
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全覆盖督查制
度，确保各相关单位、各乡镇严格落实
责任、严格监督管理、严格工程进度、
严格验收管理，按照时间节点，保质保
量完成项目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