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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陈怡婷 摄影报道

家门口享受戏曲大餐
沪剧经典折子戏专场演出在中兴镇胜利村上演

本报讯 近日，一场以“不忘初
心，留住经典”为主题的沪剧经典折
子戏专场演出在中兴镇胜利村养老
服务点倾情上演，吸引了众多沪剧
爱好者和村民前来观赏，戏迷们在
家门口过足戏瘾，享受沪剧艺术的
独特魅力。

此次演出由上海著名沪剧演员徐
伯涛担纲主持，一折《庵堂相会——看
龙船》拉开了本场演出的帷幕。上
海文亚文化艺术团的演员们先后演
出了《庵堂相会——拷打红云》《红
灯记——壮志凌云》《龙凤花烛——
洞房叙旧》《黄慧茹与陆根荣——相
思鸟》等经典沪剧折子戏和唱段，滑
稽小品《三毛学生意》妙趣横生，引
得现场观众笑声连连。演员们甜润
动听的唱腔，声情并茂的表演，使戏
迷们看得津津有味，不时报以阵阵
喝彩声和热烈的掌声。

据悉，此次沪剧经典折子戏专
场演出是由上海市东方公共文化
配送中心主办，旨在让村民享受到

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丰富村民的
精神文化生活，打通文化惠民“最
后一公里”。

潜心教学
用心育人
——访崇明中学教师李建生

李建生，崇明中学语文老师、教研
组长，被评为“敬业奉献”好人。初识
李建生，很多人都会被他身上儒雅的
气质所吸引；而相识后，你更会被他身
上勤恳、善思和智慧的品质所折服。
1999年，他来到崇明担任语文教师，
将满腔热情倾注在崇明的教育事业
上，用扎实的专业功底和独特的教学
方式启迪和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同行和
学生。

在将近20年的语文教学实践中，
李建生研究探索形成“传言、引思、启
智、立人”的教学特色，硕果累累。他
也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大语文”的教学
理念，引导学生不要只沉浸在课本中，
要体验自然、领悟生活、融入社会，才
能让知识融会贯通，才能学有所用。
在他的精心指导下，每一届他所任教
班级均有 10多位同学被 985高校录
取，有多名学生被清华、北大录取。

作为教研组长，李建生虚心与同
事探讨，带领团队不断攻克教改难关，
开发《哲学思辨与议论文写作》《古代
散文联璧百篇》等校本课程，如今两书
均已正式出版，在全市具有一定的影
响力。在他的带领下，崇明中学语文
教 研 组 也 成 为 全 市 教 学 的“ 排 头
兵”，荣获上海市“教育先锋号”、市

“三八红旗先进集体”、县“主动有效优
秀教研组”等多项荣誉称号。他还潜
心教学研究，在各类刊物发表180多
篇教育教学论文，主编（编著）有《高中
文言对读》《高中作文：哲学思辨与议
论文写作20课》《“青青子衿”传统文
化丛书之“忠孝仁义”》等著作，专著
《说理如何更有效：理性思维与议论文
写作研究》也于2017年正式出版。

由于表现卓越，李建生荣获“全
国特色教育优秀教师”、“上海市园
丁奖”等60多项荣誉和称号，上海市
政府还特别向他授予“上海市中学
特级教师”荣誉称号。面对这些荣
誉，李建生却淡淡地说：“我只是做
了应该做的事情，这很平凡，我们学
校的老师都是这样做的。”

李建生 20年如一日坚守在崇
明教坛，用勤勉学习的态度不断追
求着语文教学的高度，引领众多的
莘莘学子和崇明的教育事业朝着更
高的目标奋进。

□ 记者 范立

本报讯 近日，上海耀通电子仪表
有限公司院士专家工作站揭牌成立，
这是本区第五家正式揭牌并服务于创
新企业的院士专家工作站。区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龚朝晖参加仪式并为
工作站揭牌。

会上，企业向院士专家代表颁
发了聘书。在随后的交流会上，双
方就院士专家工作站的建立和合作
项目情况等作了交流。会议希望企
业和院士专家工作站紧密结合，通
过项目合作，共同攻关技术难题，培
养更多的高级专业技术人员，进一
步提升世界级生态岛的创新和技术
研发能力。

据了解，耀通公司作为一家小型汽
车电子控制开发、生产企业，一贯注重
科学技术的创新与人才的培养。此次
院士专家工作站的建立，将协助企业攻
克技术难题，缓解企业高端人才紧缺的
问题，进一步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本区第五家院士专家
工作站揭牌成立

□ 记者 徐晨

本报讯 日前，崇明区中青年知识分
子联谊会第二次会员大会在区会议中心
举行。区政协副主席顾钱菊出席会议。

会议总结了 2018年知联会的工
作，并提出2019年要紧紧围绕区委、
区政府中心工作，积极开展建言献策
和反映民情的活动，提高参政议政的
质量；进一步丰富联谊交往形式，继续
加强与广大党外知识分子的联系，推
动知联会规范化建设。

崇明知联会举行
第二次会员大会

□ 见习记者 杨祎晨

建言献策反映民情
提高参政议政质量

▲ 图为演出现场

今年，我第一次“下乡”担任村
党支部书记，与此同时，也担负起了
我所在的竖新镇跃进村的“二级河
长”这一沉甸甸的职责。

跃进村是全镇区域面积最大、
常住人口最多的一个村，河道数量
也最多。99条村级河道坐落于百
姓的宅前屋后，河道整体状况不容
乐观。整治前，共有黑臭河道22条
段、劣V类河道21条段，占全村河
道的43.4%，高于全区比例，形势严
峻、任务艰巨。

从2018年9月初以来，市、区、
镇相继召开了“河长制”专题会议。

“2018年全面消除黑臭水体，2019
年消除劣V类水体”，这既是区委、
区政府对老百姓的一份承诺，也是
对村干部的一声号令。面对上级的
期望、群众的期待，我深切地感到等
不起、慢不得、坐不住，立即和村两
委班子成员逐条踏勘，摸清底数，找

准症结。随后，我们召开班子会议，交
换想法，达成了共识：事不避难，志不
求易。“水清、河畅、岸绿、坡洁”的水环
境是建设世界级生态岛的重要标志，
也与每一位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
关。干部干部，干字当头，带领群众打
赢碧水保卫战，是村干部义不容辞的
责任！思想统一后，我们有计划地做
了以下几件事：

第一，依靠党员发动群众。152
个党员家庭全部签订《爱水护河“九不
一志愿”承诺书》，带头杜绝乱堆乱放、
乱搭乱建、乱插乱种等9项不文明行
为，并积极参加河道巡查、保洁、宣传
等志愿活动；向全体村民发放《公开
信》，号召大家热情支持、自觉行动、积
极参与，争做治水护水的倡导者、实践
者、捍卫者，使群众意识到净化河流、
美化家园是一件人人有责、家家受益
的事情。

第二，认真制定“一河一策”。
对 43条段需要整治的河道，在实地
踏勘的基础上逐一制定治理对策，
哪几条是要控制农药化肥、治理企
业污染源的，哪几条是要清理家禽、
阻水物的，哪几条是要河床清淤、增
加涵洞的，心里始终清清楚楚地装

着一本账。
第三，分片包干挂图作战。

对照整治目标，我们5个村干部分
片认领 43条段的黑臭和劣 V类河
道，对口联系相关的党小组长、村
民小组长和施工人员。同时，把
工作计划和时间节点细化到每一
周，人手一份，完成一条，销号一
条，相互之间比学赶帮超，层层传
导压力，确保整治工作有序有力
推进。

三个多月来，整治工作接近
尾声，过程中，离不开镇党委、政
府领导的关心和支持，区、镇两级
水务部门同志的指导和帮助。更
为可贵的是，我们的村民也大力
支持，自发成立了“爱水护河党员
先锋队”“绿主妇巾帼志愿队”两
支队伍，活跃在整治现场，让我们
村干部感到非常欣慰和鼓舞！值
得高兴的是，到目前为止，这 43
条段河道已经全部整治完毕，群
众们都说村里办了件实实在在的
好事。下一步，我们还要进一步
提高日常养护水平，带领全体村
民共享清洁水源，共促生态文明，
共创宜居未来。

净化河流美化家园 我们在行动

攻克技术难题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竖新镇二级河长 龚晓辉

崇明区税务局认真贯彻积极落
实“放管服”改革要求，自 2018年 10
月起，推出了简易注销税务免办、税
务注销容缺即时办、一般注销套餐
办等一系列简并办理流程和减少资
料报送服务，破解企业注销难题。

2018年 11月 11日，上海悟文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税务代理人何小姐
来到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办税服务
大厅，办理清税注销业务。她告诉
记者，因为工作原因，经常会到这里
办理相关税务业务，这次要为 18个
公司代办清税注销业务。何小姐
表示，换作以前这么大的业务量要
花 很 长 时 间 ，要 在 多 个 窗 口 来 回
跑，排好几次队，没个几天根本办
不完。“但这次税务部门改进举措

后，只需要取一个号，在一个窗口
就可全部搞定，更重要的是小半天
就搞定了！”何小姐在切身感受到
办税的便利后，由衷地为崇明税务
部门点赞。

记者了解到，何小姐口中所说的
“一个窗口就可全部搞定”，是崇明
区税务局推出的注销专窗。此外，
崇明税务部门还创新推出了另一项

“一个窗口就全部搞定”，用崇明税
务部门的行话说叫作“一窗通办”，
即从 2018年 11月起，崇明区税务局
在第一税务所、第二十一税务所率
先推出的一项便民举措——纳税人
只要一次取号，在一个窗口一次办
结原先需要多个窗口办理的除发票
领购外的多项业务。第一税务所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只要纳税人交
齐相关材料后，我们就可在一个窗

口为她办结相关事宜。从原先的
“纳税人跑腿”变为“内部流转”——
对纳税人提交的涉税事项，实行前
后台业务内部流转，省去纳税人的麻
烦。此举进一步简化办税流程，从而
减少纳税人取号排队次数，降低纳税
人等待时间。崇明区税务局相关负
责人透露，自从推出“一窗通办”服务
后，不少纳税人反映方便多了，纳税
人整体平均等候时间下降了30%。

记者还了解到，为了给纳税人
提供更多的便利，崇明各办税服务
场所和税源管理所还推出了“便民
办税扫一扫”二维码墙，将近期新办
企业、清税注销操作等纳税人最为
关心的政策问题、操作流程等材料
制成相应二维码，并进行分类汇总
设置二维码墙。纳税人只需手机轻
松一扫，即可快速查询所需办理事

项的最新政策、办理流程、材料清单
等信息。崇明区税务局相关负责人
还表示，后续还将根据最新税收政
策的变化和纳税人关注的重点对二
维码墙内容及时予以调整，满足纳
税人便捷咨询的需求。

另外，崇明区税务局还推出了发
票配送服务，让纳税人足不出户就能
领取到发票；建立了税源管理所 AB
角制以及午间接待制，并在税源管理
所安装“税收管理员去向牌”，避免纳
税人空跑、多跑；在“崇明税务”微信公
众号平台推出智能客服咨询窗口，在
线为纳税人解答税务方面的问题。

崇明区税务局多措并举 提升办税服务满意度——

纳税人不用再跑腿了
□ 记者 石思嫣

崇明区广大人民群众：
维护生态、保护环境，倡导移风

易俗，是社会进步的体现，也是每一
位公民义不容辞的责任。为严格执
行《上 海 市 烟 花 爆 竹 安 全 管 理 条
例》，切实降低燃放烟花爆竹引发的
火灾事故及环境污染，特向广大居
民群众倡议：

一、严格遵守上海市烟花爆竹安
全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从自身做起，
主动维护本区美好生活环境，尊重环
卫工人劳动成果，尽量少放、不放烟花
爆竹。

二、严禁在本区国家机关驻地、医
疗机构、学校、交通枢纽、养老院、燃油
燃气、宗教、文物保护单位、使用易燃
可燃外保温材料的高层建筑、物流、婚
庆等场所及其它禁放区域周边燃放烟
花爆竹。重污染天气期间，一律禁止
燃放烟花爆竹。

三、自觉抵制非法经营、运输、储
存、燃放烟花爆竹行为，及时劝阻他人
购买非法烟花爆竹、非法燃放烟花爆
竹行为。

四、发现涉及非法经营、运输、储
存、燃放烟花爆竹行为的，请拨打举报
电话“96119”、“12345”、“110”。

让我们从少燃放一枚烟花爆竹做
起，共同爱护和保护环境，以实际行动
营造文明、宜居环境。

崇明区烟花爆竹
安全管控倡议书

崇明区烟花爆竹安全管控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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