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崇明是河口之岛、城市之岛、
生态之岛，靠着吃改革饭、打创新
牌、走生态路，成为了上海空气质量
最优、绿地面积最广、生物多样性最
丰富的区域。进入新时代，崇明作
为上海最为珍贵、不可替代、面向未
来的生态战略空间，必须坚定不移
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坚定不
移做深做透世界级生态岛建设这篇
大文章。

一是上海举全市之力建设世界
级生态岛的历史机遇。2016年，上
海市委、市政府作出了建设崇明世
界级生态岛的重大决定，并明确要
求举全市之力推进世界级生态岛建
设，努力把崇明打造成为长三角城
市群和长江经济带生态大保护的标
杆和典范。

二是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
历史机遇。崇明是上海最大的农村
地区，加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崇
明建设世界级生态岛的根本要求和
重要任务，要努力成为上海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主战场。
三是积极筹备2021年第十届中

国花博会的历史机遇。中国花卉博览
会被誉为中国花卉界的“奥林匹克”。
今年4月9日，崇明获得了2021年第
十届中国花博会的举办权。崇明要努
力举办一届生态、创新、人文、共享的
花博盛会，推动世界级生态岛建设全
面升级。

今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崇明
必须高扬凌云志，胸怀卓越心，奋勇
新作为，夺取新胜利。建设世界级生
态岛，必须秉承全生态理念，大力推进

“+生态”“生态+”战略，把生态立岛融
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各方
面；必须坚持高质量发展，以更高要
求、更广领域、更好水平推进生态文明
发展，着力增强崇明世界级生态岛的
核心竞争力；必须立足国际化视野，广
纳国际先进理念，加强国际交流，深化
睦邻友好，广泛发动群众，确保生态文
明事业永葆青春活力。

第一，抢抓历史机遇，奋力构筑生
态环境新优势。

大力提升水环境品质，到 2020
年，地表水环境功能区达标率达到
95%左右；持续推进林业建设，着力打
造海上森林花岛，建设花路花溪花村
花宅，推动森林覆盖率达到30%；不断
优化生态空间格局，加强滩涂湿地保
护，推动自然湿地保有率达到43%；深
入推进大气污染防治，推动环境空气
质量（AQI）优良率达到78%。重点推
进三个“全覆盖”，一是农村生活污水
处理全覆盖。今年年底努力完成农村
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提高全覆盖运行管理水平。二
是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实现垃圾分
类城乡全面覆盖、收集处置质量全面
提升、收运处置全流程监管。三是农
林废弃物处理全覆盖。加强农林废弃
物收集和资源化利用，努力将农业废
弃物变废为宝。全力抓好三个“绿
色”。一是推行绿色交通。加强新能
源车应用，全力打造绿色交通岛。二
是发展绿色能源。进一步压减用煤总
量，稳步提高风电、光伏发电等清洁能
源使用比例，全力打造绿色能源岛。
三是打造绿色建筑。新建建筑全面实
施绿色建筑标准，推动绿色建筑从单
体向区域化、规模化发展，全力打造绿
色建筑岛。

第二，抢抓历史机遇，奋力打造绿

色生产新高地。
计划到2020年，生态产业能级显

著提升，生态环境与绿色农业、旅游休
闲、文化创意、体育健康、绿色金融
等融合发展。一是大力发展都市现
代绿色农业。以高科技、高品质、高
附加值为引领，大力实施结构优化、
绿色生产、引进培养优质经营主体、
品牌发展、科技创新“五大专项行
动”，努力把崇明建设成为全国知名
的都市现代绿色农业高地。二是积
极发展生态旅游业。以5A级景区的
理念标准，着力打造全域大旅游格
局，把崇明打造成为上海的生态休
闲目的地、长江口生态旅游地和国
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三是培育发展
体育健康产业。大力开展路跑、骑
行等各类健身休闲活动，举办环崇
明岛国际自盟女子公路世界巡回
赛，推进两个国家级体育特色小镇
建设；支持发展生态养生、健康疗
养、特色医疗等大健康产业。四是
加快发展海洋装备产业。推进长兴
海洋装备产业基地向绿色高端“智
造”转型，全力打造“上海制造”的重
要承载区。我们将全力做好花博会
筹备工作。积极运用新理念、新技
术、新方式，统筹抓好园区建设、综
合配套、花博展示和后续利用，打造
永不落幕的花博盛会。

第三，抢抓历史机遇，奋力谱写美

好生活新篇章。
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

为民，推动全区生态人居更加和谐，
基础设施日益完善，基本公共服务
水平全面提高。一是积极推进生
态城镇建设。充分发挥崇明 2035
总体规划的引领作用，促进生态
空间水清地绿、生产空间集约高
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探索推
进农民向城镇集中居住，着力建
设体现生态特色、宜居宜业宜游
的农村集中居住区。二是着力完
善公共服务体系。持续引入国内
外优质资源，加大在医疗、教育、
养老、文化、社会保障等领域投入
力度，不断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创新实施以“自然生态美、宜居环
境美、绿色生产美、乡风文明美、
生活幸福美”为主要内容的“五美
社区”建设，加快实现城乡社区全
覆盖。三是不断提升社会保障水
平。积极开发生态就业岗位，创
新实施生态惠民保险，建立生态
养老补贴制度，持续推进生态惠
民探索创新，让人民群众获得感
更加充实、安全感更有保障、幸福
感更可持续。

未来的崇明，将成为人人向往
的美丽海上花岛、人人向往的户外
运动天堂、人人向往的健康养生胜
地、人人向往的生态梦想之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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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抓机遇抢抓机遇 开拓奋进开拓奋进

（上接1版）更多更好地造福广大人民
群众。

近年来，崇明全力打造世界级
生态岛建设，切实把全生态理念贯
穿于崇明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
过程，在绿色农业、生态旅游、农村
环境治理、湿地修复保护等方面都
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以生态为核心
竞争力的创新发展之路受到越来
越多的国内外专家学者和国际组

织的认可和关注。论坛上，美国工
程院院士、康奈尔大学农业与生命
学院生物环境工程系教授诺曼斯
酷（NormanR Scott），索邦大学教
授、法兰西科学院院士、欧洲科学
院院士、法国农学院院士埃尔韦?
莱?特鲁（HerveLeTreut），伦敦大学
学院教授、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吴缚
龙，联合国环境署生态司司长莫妮卡?
麦克德威特（MonikaMacDevette）也

分别作了主题报告。
9月 5日下午，培育与世界级生

态岛相匹配的生态系统分论坛和
上海崇明都市现代绿色农业分论
坛举行。其中，在上海崇明都市现
代绿色农业分论坛上，上海市崇明
区生态农业科创中心理事会正式
成立。

9月6日上午，论坛还举行了区长
咨询会。与历届县长咨询会相比，本

届论坛的区长咨询会首次明确以“乡
村振兴”为主题，邀请了12名国内外
专家开展互动交流。

此外，在今后一个月时间里，崇
明将陆续举办五场专题论坛，分别
围绕“生态+文明”“文化产业发展”

“健康产业发展”“运动休闲特色小
镇”“绿色交通”等专题，深入研讨崇
明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产业发展等
重要问题。

打造高品质生态 推动高质量发展

（上接1版）崇明生态农业科创中
心是上海三大农业科创中心之一，也
是唯一一家由区级政府承建的科创中
心，承担着引领生态农业创新与实践
的重要职责。自2015年成立以来，中
心汇集全市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
技术力量，致力于促进生态农业模式
的研发应用，为崇明都市现代绿色农

业培养和发展了大批生态农业实践主
体，发挥了积极的桥梁纽带作用。

作为科创中心的重要建设内容和
运行制度，设立理事会、发展国内外合
作，是实现各类农业科创要素与农业
新型经营主体无缝对接的具体举措。
首届理事会成员单位中，既有国内最
顶尖的农业科创院校，也有国内外知

名的农业产业集团，还有代表国际先
进水平的荷兰、以色列农创组织，皆为
站在农业科技前沿、具有国际视野和
产业化能力的领军团队。接下来，各
理事单位将搭建好分工协作“一盘棋”
的工作格局，创建好产业链全覆盖“一
条龙”的组织模式，构建好多领域集成

“一张图”的解决方案，运用好开放共

享“一台戏”的分享机制，为上海提供
具有全国乃至全球推广借鉴价值的

“崇明案例”。
活动现场，“中以现代研究院”也

签约成立，成为继中荷联合研究中心
后又一个在崇明落地的国际合作项
目，并有望搭建合作共赢平台，将以色
列的先进生态农业技术带到崇明。

（上接1版）全国美丽乡村产业创新联
盟发起人范步忠，中国花卉协会花文
化分会会长周武忠，中国休闲农业产
业联盟秘书长屈城乡，上海市政工程
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景观规
划设计研究院院长钟律，法国设计师
联盟主席、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
究 院 兼 职 研 究 员 蓝 雅 诺（Arnault
GARCIA）。

咨询会上，专家们结合各自专业
领域，从提升文化软实力、推进乡村

“双创”、乡村发展对接城市需求、壮大
乡村民营经济、生态文明建设、崇明花
卉产业布局、发展休闲农业、艺术乡村
再造等方面，对崇明建设世界级生态
岛提出了很多建设性意见。专家们还
就区长、副区长们关心的花博会举办、
水环境治理、人口与发展、乡村文化发
展、养老产业打造、环岛景观大道辐射
效应等问题进行了一一回应。

李政对专家们为崇明世界级生态
岛建设积极建言献策表示感谢。他

说，乡村振兴是崇明迈向世界级生态
岛的重要路径之一，作为上海最大的
农村地区，崇明要努力成为上海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主战场，争当乡村振
兴排头兵，这既是崇明的担当，也是崇
明的责任。崇明的乡村振兴，要充分
发挥自身资源优势，擦亮“生态”这块
金字招牌；要对标国际大都市的乡村
建设，打造上海最美乡村；要引入国内
外优秀市场主体，增强崇明经济社会
发展活力；要发动群众广泛参与，共建

共享生态文明建设成果。
李政强调，在乡村振兴工作推进

中，要登高望远、坚定前行，无论在发
展中遇到怎样的困难和问题，都要
保持生态自信，咬定目标、一往无
前；要聚焦重点，勇破难题，有自我
革命的思想，下决心研究破解阻碍
乡村振兴的难点问题；要脚踏实地、
真抓实干，切实把世界级生态岛建
设各项任务落到实处，把崇明的乡村
建设得更加美丽。

（上接1版）体现了如今的崇明世界级
生态岛建设，已从注重思想引领到更
注重实际行动的转变。正如区委书记
唐海龙在论坛开幕式上所说：我们坚
持做深“底色”，全方位、全地域、全过
程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建设；坚持做厚

“绿色”，全域推进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农林废弃物综合
利用等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坚持做足

“成色”，大力发展都市现代绿色农业、
海洋装备产业、生态休闲旅游业及新
兴产业，推动更富内涵、更有质量的发
展；坚持做亮“彩色”，把崇明建设成为
上海的“大花园”、长三角的“中央公
园”。“四色”崇明的美好蓝图，对应的
正是“高质量”建设的世界级生态岛。
我们也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论坛上专
家学者提出的真知灼见、睿智思想，将
更加有力地推动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
设步伐，并为中国其他地区和城市、为
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益的启示和
借鉴。

当前，崇明正面临上海举全市之
力建设世界级生态岛、大力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积极筹备2021年第十届中
国花博会等三大前所未有的历史机
遇。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崇明的干
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有“勇做世
界级生态岛建设的不懈奋斗者”的精
气神，要有虚怀若谷、从谏如流的气度
和胸怀。我们要把专家学者在论坛上
集聚的思想智慧、意见建议，作为高质
量建设崇明世界级生态岛的“指南针”

“催化剂”“金钥匙”，带领全区群众苦
干实干，让崇明迈向世界级生态岛的
步伐更加坚实矫健，不断书写“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的新篇章。

书写“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新篇章

崇明让乡村更美丽

汇聚各方力量 发展生态农业

区委副书记、区长李政在2018上海崇明生态岛国际论坛上的主题报告（摘要）

———努力创造世界级生态岛更美好未来—努力创造世界级生态岛更美好未来

新时代孕育新机遇，新机
遇开启新征程。当前，崇明正
处在创新转型、加快发展的关
键时期，面临着三大前所未有
的历史机遇。

新使命呼唤新作为，新作为
成就新梦想。全面推进崇明世界
级生态岛建设，必须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推动生态、生产、生活融
合发展，建设成为本市打响“上海
制造、上海服务、上海购物、上海
文化”四大品牌的生态功能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