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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各位乡贤、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东海瀛洲，瑞气祥和；鸥鹭翔集，群贤毕至。今

天，500多名海内外知名乡贤不辞辛苦、如约而至，共
叙桑梓之情、共话崇明发展。在此，我谨代表中共崇
明区委、区人大、区政府、区政协和70万崇明人民，向
莅临大会的各位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诚挚的敬
意！向关心家乡发展、支持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的
各位乡亲友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今天的大会是亲情的相聚、是智慧的相遇，更是
发展的相邀，在座的各位是我们尊贵的客人，更是至
亲的家人。是“崇明”把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是“崇
明”让我们有了今天的相约。今天来的嘉宾，有我们
尊敬的首长领导，有知名的专家学者，有杰出的行业
精英，有优秀的中青年企业家，有不远万里回乡的海
外同胞，有土生土长的崇明人，也有像我一样结缘崇
明的新崇明人。作为崇明区委书记，作为一个新崇明
人，我想对大家说一声“欢迎你们回家”！

历史，总是在一些特殊年份给人们以汲取智慧、
继续前行的力量。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东
风浩荡、40年岁月峥嵘、40年春华秋实，40年不仅深
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了世界。而今，新时代发
展大幕已经缓缓拉开，新一轮改革开放浪潮正澎湃而
来，崇明将以与伟大祖国时代共奋进、改革再出发的
必胜信念，乘风破浪、扬帆远航。我们本次大会以“情
系崇明 共谋世界级生态岛发展”为主题，就是希望大
家能多走走、多看看，亲身体验崇明改革开放40年的
发展变化，也期待着大家为新时代崇明的美好明天多
献良策、共绘蓝图、增添力量。在这里，我谈三点感受
与大家分享。

“崇明”二字内涵丰富，“崇”为高出水面，是这片
岛屿的历史与成长，“明”为水土洁净，是这片岛屿的
现状与未来。公元618年，唐武德年间，崇明出水成
陆，今年恰逢1400年，我们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崇
明籍诗人徐刚和书法家刘小晴联手作了《崇明成陆
1400年记碑》，碑文开篇即云“夫若以大浪淘沙视之，
则1400年江海奔流，沙在天涯海角矣；夫若以上善若
水视之，则长江携九州美壤1400年层垒叠加于江海中
者，惟崇明岛矣。”篇末又云“崇高而光明也，伟哉崇明
岛。”作为祖国第三大岛，崇明因水而生，因水而兴，集
江海之气，纳五色之土，聚沙成岛，这里土壤肥沃、林
木茂美、物产丰饶、人才辈出。1400年前，崇明从无到
有、由小渐大，我们的祖先开始在这里繁衍生息；1000
年前，先民们在这片土地渔樵耕读、煮盐纺纱，盐业、
纺织业、沙船业兴旺一时；800年前，崇明设州县，文明
之光得到薪火相传。我相信，对每个崇明人来说，无
论是扁担悠悠、流水潺潺，还是阡陌纵横、稻谷沉沉；
无论是躲在河沟芦苇中的螃蟹蛸蜞，还是宅前屋后那
清香甜美的芋艿芦稷；无论是阿婆亲手裁剪的土布
衫，还是灶膛上那温热的老白酒，都能让我们的心头
一暖，因为记忆中的家乡是我们心底最明媚、最柔软
的地方。今天的崇明仍然保留着大家熟悉的乡音、乡
愁、乡韵，但今天的崇明也在传承中发展、更在发展中
变化。

本世纪初，上海城市总体规划明确将崇明定位为
生态岛。2006年，市委、市政府提出建设现代化生态
岛的发展目标。2007年，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同
志在视察崇明时指出，“建设崇明生态岛是上海按照
中央要求实施的又一个重大发展战略，我们要把崇明
建设成为环境和谐优美、资源集约利用、经济社会协
调发展的现代化生态岛区，实现崇明跨越式发展，促
进上海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些年来，按照习近平
总书记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崇明沿着生态发展方向一
步步坚实迈进，获评国家级生态县，成功创建国家可
持续发展实验区，作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典型案例
编入绿色经济教材，崇明正用生动的实践述说着春天
的故事。2016年，崇明撤县设区，市委、市政府作出

“举全市之力推进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的重大决策部
署，崇明正式进入了换道前行、跨越发展的提速期，在
新时代发展道路上书写着更为精彩的篇章。

如果说长江曾经见证了一代代崇明人开河做岸、
刳木为舟、行走江海的历史，那么今天的崇明可谓迎
来了天时、地利、人和的最佳时代。

说是天时，是因为崇明生态发展之机前所未有。
当前，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已经成为普遍共
识，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从全国来
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了“五位一体”总体布
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等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绿
色发展的红利持续释放。党的十九大更是确立了加
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的目标。从长江
经济带和长三角来看，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必须把修复
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
开发。从全市来看，上海正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打
造令人向往的创新之城、人文之城、生态之城。从中
央到市委，无不对生态文明建设给予了高度的关注，
生态发展已经成为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实力体现。
作为生态发展的先行者，我们感到这条路是必然的、
唯一的、科学的选择，这条路我们正越走越光明、越走
越宽广。

说是地利，是因为崇明生态发展之势越发强劲。
崇明拥江达海、连接南北，位于长江“黄金水道”与西
太平洋“黄金海岸”的交汇处，向外通达太平洋，向内
联结长江流域和全国各地，是长江经济带和沿海经济
带的“桥头堡”。随着隧桥通车和撤县设区，崇明的枢
纽地位更加突出，逐步从上海面向未来的战略储备区
走向体现国家发展战略的生态先行区。今天的崇明
更加有条件、有能力在服务上海卓越的全球城市和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设、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和
长江经济带发展大局中发挥出不可替代的作用。经
过接续不断的建设，崇明生态优势持续厚植，奠定了
生态发展的坚实根基。特别是2016年开启世界级生
态岛建设以来，在党中央的关怀下，在市委、市政府的
坚强领导下，在各方的倾力支持下，我们以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牢固树立“全生态”发展理念，大
力实施“+生态”“生态+”发展战略，在打造高品质生
态、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等方面持续探
索创新，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年初，上百万只候鸟在
水草丰美的东滩湿地栖息休整，展翅开启新的征程。
国庆前，崇明“无化学肥料、无化学农药”的“两无化”
大米走向市民餐桌，唤醒人们儿时那“清香软糯”的味
蕾记忆。轨道交通崇明线、崇明生态大道、崇明环岛
生态景观道等一大批重大生态项目开工或即将开工
建设。与此同时，我们的开心农场、生态廊道、生活垃

圾分类减量、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等工作正在逐步打造
成崇明“教科书”，成为生态岛一张又一张闪亮的名
片。我们的生态经济发展加速，今年全区GDP、财政
收入增长预计位列全市第一，引进企业5.5万家，同比
增长52%。这些成绩的取得，既来自前人打下的良好
基础，也是世界级生态岛建设效应的初步展现，正是
世界级生态岛所呈现的勃勃生机与强劲态势，为我们
实现换道前行、后发赶超提振了信心、增强了动力。

说是人和，是因为崇明生态发展之气越来越足。
建设崇明，我们从来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以更加
开放的姿态汇聚各方力量。市委、市政府举全市之力
支持，很多世界级团队、世界级选手也纷至沓来。中
国中车、上海电气、北控水务在农村生活污水处理上
贡献了世界顶级的环保技术；正大集团、万科集团、恒
大集团致力于在崇明打造世界上最先进的绿色农业
项目；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
大学、市社科院等高校院所在人才、资源、技术等各方
面给予我们大力支持；光明集团、上实集团、地产集团
及驻岛央企都积极担负企业责任，深度参与生态岛建
设；南通的启东、海门等兄弟地区与我们合力打造生
态协同圈。尤其可贵的是，我们70万崇明人民充分发
挥出了主人翁的精神，用自己的行动演绎着自己家园
自己爱、自己家园自己建、自己家园自己管、自己家园
自己护的生动故事。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崇明收获
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美誉度越来越高，吸引力越来越
强，一幅聚四海之气、借八方之力共襄生态发展伟业
的壮丽画卷正徐徐展开。

翻开崇明“家谱”，我们会发现历史上崇明可谓人
才辈出，历代不乏文武功臣、义士贤良、文学志士。往
远的说，我们有不畏艰险、敢为人先的海运先驱朱清，
有忠仕朝堂、毁家纾难的民族英雄沈廷扬，有才智双
全、改造学风的科举探花沈文镐，有出使远洋、革新洋
务的驻欧洲五国公使李凤苞，有心系民生、振兴工业
的商部右丞王清穆。这些崇明先驱的事迹，足以“以
礼理人、以德化俗”。近代以来，崇明得风气之先，可
谓人才济济，群星璀璨。有兴资办学的曹炳麟、倡导
女权的施淑仪、开创实业的杜少如、热心航运的陈干
青；有中国电信事业开拓者陶胜百、中国造园学奠基
人陈植、中国水泥工业奠基人王涛、中国汽车工业奠
基人宋镜瀛；有毛泽东同志亲笔题词“埋头苦干”的陈
振夏，“人道远征”日本的空中骄子徐焕升，师从居里
夫人的核物理学家施士元，中国科学院院士施汝为、
朱显谟，还有革命先烈陆铁强、俞甫才、瞿犊、黄天、施
章、蒋煊洲，等等，他们都为国家进步和家乡发展作出
了重要贡献。

不仅生于斯、长于斯的崇明人，还有很多在崇明
奉献青春、建功立业的“外乡人”，他们把汗水和热血
挥洒在崇明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比如，明代知县唐一
岑跋涉千里来崇赴任，率领军民英勇抗倭，为后世所
称颂；上世纪60年代，二十万知青来崇，围海屯田、改
造荒滩、建设农场，为崇明注入了新的城市文明；近十
多年来，我们无数“崇明人”“新崇明人”和有缘于崇明

的各方人士携手付出、共同努力，把生态岛建设推向
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

我们常讲，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独特的历史、地
理、文化环境，造就了崇明人共同的精神特质，一代代
崇明人带着崇明气质、崇明品格、崇明精神，在各个领
域不懈奋斗、积极进取，创造了辉煌的成就。可以说，

“崇德明礼”是崇明人的文化基因。“忠孝为本、耕读传
家”，在浓厚的儒家思想等优秀传统文化的浸润濡染
下，我们崇明老百姓民风淳朴，无论说话、办事还是做
人，都实事求是、开诚布公，重信誉、讲信用，重名节。

“开放包容”是崇明人的内在品质。崇明老祖宗来自
五湖四海，有的是为了躲避战乱而来，有的是打鱼登
陆而来，有的是煮盐经营而来，有的是做官携眷而
来。虽然籍贯、出身、经历不尽相同，但他们把多元的
地方文化带到了崇明，古老的风俗在此交汇，造就了
崇明人博采众长、豁达通融、兼容并包的性格。“开拓
奋进”是崇明人的历史标识。崇明的历史就是一部垦
拓史，先辈们为了建设家园，在此开垦拓荒，无论北风
呼啸、寒雨侵肌，哪怕喝咸水、住草棚都不放弃，只要
咬定目标就不怕困难、坚忍不拔、奋勇直前，写就了一
部部沧海桑田的传奇历史。“敢为人先”是崇明人的价
值追求。崇明人很早就坚持睁眼看世界，通过船舶、航
海连通世界、走向世界。今天的崇明，在全国推进绿色
发展、推动经济转型之时，率先把生态作为立岛之本、
立身之根，这使得崇明再一次立在了“生态文明”的潮
头。“追求卓越”是崇明人的行事准则。崇明人有一种
对卓越的追求，凡事精益求精，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特别是在建设世界级生态岛的征途中，无论是自然生
态、人居生态还是产业生态，都坚持对标国际最高标
准、对标国内最高要求，对标先进地区一流水平，学他
人之长，补自己之短，不断提升世界级生态岛能级和核
心竞争力。还有一点是我个人的切身感受，那就是“爱
土爱乡”是崇明人永难割舍的内心情怀。崇明人最重
感情、最讲情义，不管走到哪里，都带着浓厚的家乡情
节，怀有对家乡的深深眷念。比如，2006年，我们的同
胞黄健人在台湾辗转了半个多世纪后，在90岁时毅然
决定回崇定居，他说，“我宁愿呆在故乡，崇明才是我的
家。”再比如，美籍华人张鼎久先生生前唯一夙愿就是
回到家乡、报效祖国。1987年，他在陈家镇出资兴建了

“仁勇图书馆”，之后的十余年间，他又资助了母校汲浜
小学，在崇明中学设立了奖学金，其拳拳育才之心、饮
水思源之情，让人由衷钦佩。

今天的崇明人，是崇明历史上人才辈出、群英荟萃
的现实写照。在祖国改革发展的澎湃大潮中，随处可见
崇明人的身影，在座的各位都是在各个领域卓有建树、
很有影响的杰出人才，还有很多人虽然一时回不来，但
也情系崇明、关注崇明。大家取得的卓越成就，既实现
了自己的人生价值，也为家乡增添了别样的精彩，你们
不懈的奋斗追求激励了更多的崇明人在前进的道路上
永不停步、昂扬奋发。你们在外的精彩展现，让外界的
目光更多聚焦崇明，让崇明在中国乃至世界有了更广泛
的影响，家乡为你们骄傲！家乡为你们喝彩！

我们在建设世界级生态岛的过程中，最需要的就
是人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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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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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面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历史机

遇，我们正勇当全市主战场，形成乡村振兴的“崇明样
本”；面对举办2021年第十届中国花卉博览会的历史
机遇，我们正努力打造一届“生态、创新、人文、共享”
的花博盛会，向党的百年诞辰献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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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说，“有梦想，有机会，有奋斗，一切
美好的东西都能够创造出来”。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
的梦想，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那么，今天的崇明
又有着怎样的使命？如果我们跳出崇明，把自身放到
一个更为宏大的背景下，就会发现崇明在上海、长三
角乃至全国的战略地位越来越突出。今天的崇明已
从长江口的一座孤岛变成了一个城市之岛，承担着为
全市未来发展守住战略空间、筑牢生态屏障的使命；
今天的崇明已从原来上海郊县当中普通的一员变成
整个上海国际化大都市建设中不可或缺、具有特殊性
的一个区，担负着代表上海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方向
的使命；今天的崇明已从上海的“后花园”变成长三角
城市群的“中央公园”，承载着监测长江经济带生态发
展“晴雨表”的使命；今天的崇明已从上海的远郊变成
了长江经济带和沿海大通道交汇的中枢，肩负着站位
国家大局，服从服务国家战略的使命。如果说，回溯
历史，让我们在艰苦岁月中奋勇拼搏的，是崇明儿女
敢叫日月换新天的雄心壮志；放眼当下，助我们在经
济社会发展大潮中纵横驰骋的，是崇明儿女敢想敢闯
敢干的热血气概。那么，面向未来，在改革开放再出
发的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生态发展方向、昂首阔步
前行，勇当全市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排头兵和先行
者，成为长三角城市群、长江经济带生态大保护的标
杆与典范，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提供“崇明案
例”！

梦想就在前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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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一起怀揣时代的扣
问，乘坐时光机，展望崇明的光明前景。

未来的崇明，必将是诗意田园生态之地。背靠长
江水、面向太平洋，圣水金沙洋气将成为崇明标志性
名片。这里，生态廊道星罗棋布，一镇一树多姿多彩，
乡村公园风景如画，开心农场妙趣横生，路在树下蜿
蜒向前，房在林中若隐若现，田、水、林、园、湖、滩组成
了各式各样的生态拼图，把崇明装点成一个美轮美奂
的海上森林花岛。这里，天空如镜、阳光和煦，绿意葱
茏、四季缤纷，鸟儿在空中自由翱翔，鱼儿在水里畅快
游弋，孩子们在庭院嬉闹玩耍，处处洋溢着人与自然
和谐和美的生动气息。这里，你可以在东滩湿地观芦
苇浩荡、在环岛大堤听潮落潮涨，可以躺在草地上看
星星、坐在稻田里喝咖啡，可以在日出日落、云卷云舒
间寻找属于自己的“诗和远方”。

未来的崇明，必将是绿色生活普及之地。生态文
明建设将以这里为示范、为标杆，最先进的生态技术
竞相在这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在家中，生活垃圾

循环利用、生活污水清洁排放、绿色能源输送到千家
万户；在户外，新能源汽车来回穿梭，绿色建筑疏朗有
序，以物联数联智联为基础的生态智能网络覆盖到全
区每个角落；在农田，养殖业工厂化制造，种植业自然
化生长，“两无化”已经成为各种农产品的标配，稻秆
麦秆都可以变废为宝。崇明老百姓都自觉做好“生态
人”，生态环保已经深深印入每个人的心灵，成为每个
人的行动自觉。

未来的崇明，必将是新消费引领之地。好风景的
地方就有新经济，好风景的地方更有好产品。在这
里，乡村旅游、体育运动、康养度假、文化创意、教育培
训等新经济、新模式、新业态方兴未艾，铁人三项、自
行车、马拉松、足球、马术、龙舟等体育赛事蓬勃发展，
旅游小镇、体育小镇、风情小镇、文化小镇等特色小镇
欣欣向荣，一个又一个“无烟工厂”给崇明注入了无限
活力，满足着人们个性化、定制化、多元化的生活体
验。在这里，澄净的蓝天、怡人的花香、荡漾的湖面、
绿色的农产品，将激活健康生活的“长寿密码”，成为
高品质生活的象征，越来越多久居都市的人们慕名而
来。那时的崇明，将真正成为一个必须要预约才能进
来的人人神往的地方。

未来的崇明，必将是创新创业梦想之地。崇明将
为人们心之所想、心之所向，富有活力，具有魅力，处
处散发出温暖人心的文明温度。激情与梦想将成为
崇明发展的“主题词”，越来越多的世界级团队、世界
级选手汇聚崇明，五湖四海的青年才俊、专家学者、行
业精英逐梦崇明，各种先进的技术在这里展示，各种
奇妙的创意在这里萌发，生态制度、生态科技、生态建
设等各种创新成果由这里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借
此机会，我们发出号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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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崇明成为您投资创业、创新创造的首
选之地，成为您施展才华、追逐梦想的闪亮热土。

各位乡贤、各位嘉宾朋友们，世界上有一种美是
无法超越的，那就是流淌在血液里的乡韵，激荡在内
心深处的乡情。如果你自小生长在这里，未曾离开，
崇明是你带不走的根；如果你从远方迁徙而来，择居
于此，崇明是你解不开的缘；如果你曾奉献在这里，却
已远行，崇明是你挥不去的情。不管你身在何方，是
这里，还是异乡，身上都会有崇明烙印，乡情、乡愁都
会把我们紧紧相连。因为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崇明人。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梦想：崇明的明天更美
好！此次崇明人发展大会，为我们把过去一对一联系
的友人们汇成一个共同的朋友圈，更好地为崇明发展
聚心、聚力、聚智。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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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这次大会也必将成为联通你我、沟通天
下的一个永不落幕的交流平台。

最后，我想代表崇明的父老乡亲说三句话：无论
走多远、无论身在何方，崇明永远都是你的家；世界上
再美的风景都比不过回家的那段路；给崇明一个拥
抱，崇明定会还你一份惊喜！给崇明一个拥抱，就是
拥抱世界，拥抱美好的未来！

希望你们常回家看看！谢谢大家！

□□ 中共上海市崇明区委书记中共上海市崇明区委书记 唐海龙唐海龙

崇明正处在最好的时代崇明正处在最好的时代
第一点感受第一点感受 ““崇明人崇明人””是崇明是崇明

发展最宝贵的资源发展最宝贵的资源

第二点感受第二点感受

崇明的未来无限美好崇明的未来无限美好
第三点感受第三点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