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崇明土布登上会场，中式服饰首
次“亮相”，草头烧饼满是“儿时记
忆”……12月1日，2018崇明人发展大
会召开，工作人员在会场布置、餐饮制
作上用足了功夫。一个个老物件，一
道道家常菜，让来自海内外的知名乡
贤留下了难忘印象。

“会餐以崇明本地菜为主。”会场
筹备组负责人黄娟说，在用餐方面着
实下了一番功夫。在大会餐厅，高档
菜品不见踪影，青菜猪油筋、豆腐皮包
子、菠菜油豆腐等家常菜成为主角，

“把寻常百姓餐桌上最常见的菜肴编
入菜单，解一解来宾的乡愁。”

菜品也十分地道。比如“羊肉羊
杂碎”，选用本地白山羊作原料，外观

酱红油亮，入口娇嫩，回味无穷；还有
农户家中新鲜挖的香酥芋，淋上汤汁，
香糯鲜美；另外，咸肉扁豆饭、草头烧
饼等点心都在列。

除了本土特色菜肴，茶歇小食也
充满“家乡味”。

崇明糕、盐炒蚕豆、烤红薯、香糯
圆子……10多种崇明人“小时候的味
道”，被“请上了”会议外的茶歇桌。来
自长兴的橘子、民间师傅现做的印糕
等，用小竹篮盛上，很是养眼，深受与
会嘉宾欢迎。

“没错，这就是家乡的味道。”叙乡
情、听乡音、品西红花茶，熟悉的崇明
话、熟悉的崇明特产，不少远道而来的
嘉宾表示，吃着这些小点心，仿佛回到
了在崇明生活的岁月。

本地佳肴唤起了不少嘉宾的儿时

记忆，场内的细节也让大家倍感贴心。
一张晚宴座次安排表、一册大会

概况书、两本《崇明历史名人传略》，步
入座位，嘉宾们看到了此次大会给大
家准备的“标配”文件。文件袋由深蓝
色的崇明土布制作而成，质朴而别有
一番风情。“看着就是亲切。”不少嘉宾
如是感慨。

记者还在现场看到，休息区内，一
排排衣物寄存架整齐划一，钥匙扣上
悬挂着带有浓厚民俗特色的中国结，
象征吉祥、美好。区会议中心还为服
务人员重新设计了服装，首次“亮相”
大会，上装融入青花瓷元素，搭配黑色
鱼尾裙，更具民俗韵味。

大会的Logo随处可见。Logo的
设计以“崇”字为原型，融入了代表崇
明发展的长江大桥元素，“桥”不仅让
崇明连接了上海，也让崇明联通了世
界。桥上的一轮圆月，体现了乡情的
主题；桥下的点点海浪，表达了崇明的

发展离不开关心崇明、热爱崇明的每
一个个体。

记者在会前注意到，会场座椅全
部换上了整洁的椅套，保洁人员早已
进入“备战状态”，对会场进行全方位

“大扫除”。一位正在清扫的保洁人员
告诉记者，为了时刻保证会场整洁，他
们必须时时巡回保洁，“一点都不能马
虎，这是崇明人的大事。”

在餐饮食品安全方面，区市场
监管局派专人对食品制作供应进行
跟踪监督，蔬菜瓜果的供应商乃至
供应基地，都会逐一检查，严把关、
多检测，做到每道菜都有据可查、有
源可溯。

此外，安保人员全员上岗，确保会
场秩序井然。

□ 记者 季佳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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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人转移财产
抗拒执行被判刑

本报讯 11月28日，上海市崇明
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并当庭宣判
被告人董某拒不执行判决罪一案。法
院审理认为，董某犯拒不执行判决罪
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
成立。鉴于董某已履行相应义务，判
处其有期徒刑七个月，缓刑一年。

据了解，2017年8月，董某作为龚
某的担保人，因民间纠纷被法院判决
对龚某的借款15万元及相应利息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判决生效后，董某
拒不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给付义务，
债权人王某遂申请强制执行。

在法院向董某送达执行通知书、
报告财产令等相关执行文书后，董某
于2017年12月将其与他人共有的位
于本市宝山区的一套房屋，以人民币
140万元的价格予以出售。之后，又
将未到期的 3万元定期存款提前支
取。这些得款均未用于履行上述判决
义务，导致法院生效判决无法执行。

在发现董某转移财产的行为后，
执行法官多次电话告知其拒不履行判
决的后果，敦促其尽快履行还款义
务。然而，董某在电话中一口拒绝，并
声称欠款应由借款人偿还，自己作为
担保人没有义务还款。

之后，董某便销声匿迹，执行法官
无法与其取得联系。执行局以涉嫌拒
不执行判决罪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
查，以追究董某刑事责任。2018年10
月，董某被警方抓获到案，后如实供述
了犯罪事实，并在家属的配合下履行
了相应还款义务。

“惩治拒执犯罪，是决战决胜‘基
本解决执行难’的一道利剑。该案的
审结，切实维护了法律的权威，有力打
击了失信被执行人的嚣张气焰，对被
执行人形成强大的威慑效应。”办案法
官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
百一十三条规定：对人民法院的判决、
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
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
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
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 记者 沈俊 通讯员 于思媛

亲子跑团驰骋生态绿道亲子跑团驰骋生态绿道

本报讯 12月1日上午，第二届
崇明休闲体育大会暨2018年“橘黄
蟹肥”文化旅游节亲子跑在绿华镇
宝岛蟹庄鸣枪起跑。这一活动的举
行，标志着第二届崇明休闲体育大
会路跑系列圆满收官。

本次活动由区人民政府主办，
区体育局、区农委、区新闻办、绿华
镇承办，以“相聚崇明 浸心狂野”为
主题，是第二届崇明休闲体育大会
的重要组成部分。

赛事组委会精心筹划了“亲
子欢乐跑”和“亲子嘉年华”相结
合的系列活动。600余名户外运
动爱好者参赛。活动中，参赛选
手在欢呼声中跨过起跑线，飞奔
跑向美丽的崇明赛道。选手们既
在欢乐亲子跑中增进了亲子之间
的感情，又欣赏了宝岛蟹庄的自
然风光。

在亲子嘉年华环节，组委会组
织了形式多样的活动，亲子游戏互
动、绿华镇农产品品鉴会、橘园采摘
和亲子钓蟹等环节，深受参与者
好评。

据了解，本届休闲体育大会设置
了环崇明三岛自行车系列赛（3站），
崇明路跑系列赛（3站），瀛东村水上
项目系列赛（2站），田野益智健身系
列赛等，旨在通过落实全民健身国家

战略和崇明“生态+体育”发展战
略，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
长的、多样化的体育健身需求，逐步
把崇明建设成具有较强知名度和影
响力的“运动休闲岛”。

□ 记者 周天舒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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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细节很暖心小细节很暖心

保障到位负责保障到位负责

（上接1版）很多世界级团队、世界级
选手也纷至沓来。

“‘崇明人’是崇明发展最宝贵的
资源。”唐海龙说，建设世界级生态岛，
最需要的就是人才。聚天下英才共建
世界级生态岛，首先要聚的就是崇明
的人才。为此，崇明发布人才新政，落
实战略级卓越人才引进计划，聘请了
生态岛建设总规划师、总建筑师、总工
程师、总景观师等“四总师”，邀请国内
外顶尖人才、领军人才为生态技术研
发、生态治理、建筑设计、景观塑造和
公关推介等出谋划策、参谋决策。新
时代的崇明正焕发着无限的生机与活
力，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人才，比任
何时候都渴求人才，比任何时候都有
条件和能力成就人才。

唐海龙指出，崇明的未来无限美
好，根据崇明2035年总体发展规划，崇
明将建设成为在生态环境、资源利用、
经济社会发展、人居品质等方面具有全
球引领示范作用的世界级生态岛。未
来的崇明，必将是诗意田园生态之地、
绿色生活普及之地、新消费引领之地、
创新创业梦想之地。作为崇明人，我们
都有一个共同的梦想：崇明的明天更美
好！崇明人发展大会，把大家汇成一个
共同的朋友圈，更好地为崇明发展聚
心、聚力、聚智。借此机会，大会发出号
召：如果有梦想，请您来崇明！我们将
加快形成近悦远来的人才建设体系，全
力搭建各尽其才的广阔发展舞台，积极
创造一流的工作环境、营商环境、法治
环境和生态政务服务环境，让崇明成为

“生活成本最低、生活环境最好、生活品
质最优、政务服务最高效、绿色经济最
发达、人文环境最和谐”的“梦想之岛”，
让崇明成为投资创业、创新创造的首选
之地，成为施展才华、追逐梦想的闪亮
热土。期盼天下崇明人更加关注家乡
发展，参与家乡建设，多为家乡繁荣牵
一根线、搭一座桥、献一份力，让更多人
了解崇明、走进崇明、热爱崇明，加入到
新时代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的滚滚洪
流中。

出席大会的还有：已退休的原
崇明县四套班子主要领导，来自祖
国大陆各地和本市的崇明籍知名人
士，来自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
的崇明籍同胞，来自美国、澳大利
亚、意大利、日本等国家的崇明籍华
人华侨代表。

会上，参会嘉宾共同观看了《崇明
世界级生态岛建设巡礼》专题片。大
会还举行了崇明人发展论坛，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主持人董卿主持论坛。论
坛上，参会嘉宾作交流发言，为新时代
崇明的发展贡献良策、共绘蓝图、增添
力量。

（上接1版）为全国改革发展作出更大
贡献”。崇明将以更加坚定的信心和
决心，全力以赴加快世界级生态岛建
设，努力争当生态文明排头兵、绿色发
展先行者，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贡献生动案例。

有梦想，有机会，有奋斗，一切美好
的东西都能够创造出来。今天，我们迎
来了天时、地利、人和的美好新时代，建
功立业的舞台更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
更光明；今天，我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而是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汇聚各方力量，
汇成一个共同的朋友圈，更好地为崇明
发展聚心、聚力、聚智；今天，崇明正成
为“生活成本最低、生活环境最好、生活
品质最优、政务服务最高效、绿色经济
最发达、人文环境最和谐”的“梦想之
岛”，成为创新创造的首选之地；今天，
每一个崇明人，都是“梦想之岛”的见证
者、创造者、受益者，让我们携手共创世
界级生态岛更美好未来！

（上接1版）

办理居住证，一号窗口；办理社保
卡，二号窗口；办理独生子女证，三号
窗口……当你去办事时，一定也碰到
过这样的情况。但从今年11月初开
始，在长兴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办事时，就不会这么麻烦。因为，这里
设立了综合窗口。

中心将原先一个窗口受理一个部
门业务，变为设立“一个窗口解决全部
事项”的综合窗口。群众“找上门来”
办理的事务，通过一个窗口就可以统
统解决，无需另行排队。目前，中心拥
有的8个窗口，都已经完成“转型”，可

“一口式”办理182项综合业务，业务
融合率高达98%，远远高于市规定的
50%的标准。

在现场，记者还注意到 2个细
节：当有群众进门时，会有引导员上

前；当群众准备离开时，可通过电子审
查评价来评分。“我们会把群众的评价
纳入对工作人员的考核中。”中心相关
负责人向记者介绍，“这是中心引入的
新设备，目的是让办事群众从头到尾
都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群众来到窗口后，“办”的最多
的事就是咨询。“这件事如何办”往
往是群众疑惑所在。可单纯的咨询
是导致群众排队时间过长、工作人
员办事效率低下的“头号杀手”。为
解决这个难题，中心将咨询从业务
办理中分流出来，专门开设了后台
咨询室，群众无需到窗口排队，可直
接进入咨询室询问相关情况，大大
节省了时间。

在长兴市场监管所工作多年，小
赵常常是单位里最晚一个去镇政府食
堂吃午饭的。“不止是我，食堂里最晚

一批吃饭的，总有我们所里的同事。”
小赵说。

据不完全统计，在这里每天大概
要接收150份申请材料，高峰时期更
多。接手的材料一多，很容易造成堆
积。有时上午未第一时间处理的就会
被下午新进的材料“淹没”在最下层，
造成一定延误。“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
发生，我们都是尽量把上午的材料在
午饭前就输入电脑，进入办事流程。”
小赵表示，这也是导致所内工作人员
常常很晚才去用午餐的原因。当天接
手当天处理，甚至是当时接手当时处
理，这已成为长兴市场监管所内人人
自觉遵守的规矩。

另一方面，为了查找业务流程中
的尚存问题，从今年9月开始，长兴市
场监管所组织进行了多次集中学习和
交流讨论。大家分别从办事效率、服
务意识、岗位技能等方面进行自查。
自查发现的问题，后期还将列成清单
逐一进行整改。“我们还会将问题清单
和整改报告‘上墙’公示，发挥群众的
监督力量。”长兴市场监管所负责
人说。

遗失启事
上海新迪物流有限公司遗失道路运输

证：沪DA7999
上海兆金物流有限公司遗失道路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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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崇明县薇薇新娘婚纱摄影店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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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逸丰物流有限公司遗失道路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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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崇明县李争光门窗经营部遗失

营业执照正副本：310230600424807
上海裔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91310230591685610T
上海上盾筛分设备有限公司遗失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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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心聚力聚智
携手共促家乡发展

当天接手当天处理

一个窗口统统解决

为企业增添活力 为群众提供便利

在梦想之岛
创造更美好未来

▲ 图为亲子跑比赛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