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从元旦前的寒潮开始，
崇明就开启了阴雨天模式，有网友说

“还没见过2019年的太阳”。记者日
前从区气象台了解到，此次南方地区
的阴雨天气整体影响范围比较大，持
续时间也会比较长，预计1月17日前
后，阴雨天气才会暂时告一段落。

据区气象台最新消息，本周日
有可能见到久违的阳光。下周初还
将有一次降水天气过程，同时下周
二到周三受北方冷空气影响，崇明
风力增大，气温有所下降。周日最
高温度 9℃，最低温度 2℃，偏北风
3-4级。

气象专家提醒，近期崇明天气时
阴时雨，市民需及时留意最新的天气
信息，出行带好雨具，天雨路滑，注意
交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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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牢社会稳定守牢社会稳定““第一道防线第一道防线””
——记崇明建设镇司法所所长、全国模范司法所长蔡新发

□ 记者 咸明
□ 记者 陈怡婷

□ 记者 沈俊 通讯员 沈宵凌

蔡新发是土生土长的建设镇
人，在虹桥村住了大半辈子。乡里
乡亲跟他都挺熟，不只是因为他在
镇上呆了 50多年没挪过窝，更重
要的一点，是他“老娘舅”的身份。
作为镇司法所所长，蔡新发与群众
打了多年交道，调解了无数纠纷，
化解了数不清的矛盾。上班时，蔡
新发在办公室接待群众，倾听他们
的诉求，耐心地解释政策，引导帮
助群众解决问题。下了班，蔡新发
在家中也闲不下来，常常有群众找
上门，请他帮忙调解纠纷，或者索
性坐下拉家常。建设镇13个村的
情况，蔡新发心中都有本账，他带
领镇司法所的同仁们，通过做好人
民调解、法治宣传、法律援助等工
作，牢牢守住了社会稳定的“第一
道防线”。

“蔡所，赶紧来村里一趟，有人
要跳楼！”6月的一天中午，蔡新发
刚在食堂打好饭，就接到了建垦村
村支部书记的求助电话，便立即赶
到村里。到了现场，只见一名妇女
在自家阳台上要往下跳，村干部死
死地抱住她。“你先冷静，有什么委
屈说出来，我们一定给你一个满意
的解决办法。”蔡新发先稳住当事

人的情绪，紧接着详细了解情况。
与当事人交谈、向周围群众、村干

部了解情况，经层层抽丝剥茧，真相大
白。原来，这名妇女姓王，安徽人，不
识字。前些年嫁了建垦村的施某，生
有一个女儿，后与施某离婚。离婚后，
施某向王某借钱5.5万元，又欺她不识
字，反而在借条上写了“王某向施某借
钱7万元”，并骗王某签了字。之后，
施某向王某索要这7万元。

借出去的钱没要到，反被追债，王
某气急无奈之下要轻生。

“你这种行为已经违法，再继续下
去要坐牢的！”蔡新发一方面告知施某
事情的严重性，并通过施某的父母做
思想工作，敦促施某还钱；另一方面，
将调查的进展和采取的措施告诉王
某，安抚她的情绪。当天晚上，施某将
5.5万元归还王某，并当场撕掉了所谓
的“借条”，双方签订了调解协议书。

王某的父母得知这件事后，专程从
安徽赶来，感谢镇司法所为女儿“伸冤”。

终于化险为夷，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去年小年夜一早，建设镇来了一
群信访群众，他们都是在镇上某工地
打工的，包工头薪水没发，就已提早回
家，手机关机。“还我们薪水，我们要回
家过年！”几十个人情绪激动。蔡新发
边安抚群众边想对策。

联系不到包工头，蔡新发辗转找

到了这项工程的总承包姚某。“他们的
工钱我都已经给包工头了。”姚某无奈
道，“我也联系不上他。”

“现在最要紧的，是让这些工人能
拿到一笔钱回家过年。”蔡新发语重心
长地与姚某沟通，“这毕竟是你的工
程，你想办法先垫付一部分钱，等过完
年再找包工头算总账。要不现在这样
子，这摊子谁都没法收拾。”

姚某当即四处凑钱，总算凑到了
大部分的工钱。蔡新发又请工人们派
出几名代表，先领取这部分工钱。

对照着工资明细，打工群众代表
有序领钱、发钱。在这过程中，蔡新发
与司法所工作人员、村干部也进行了
监督，既要让工人拿到应得的钱，也不
让姚某被多讹掉一分钱。

一直忙到晚上，打工群众都拿到
了钱。“谢谢蔡所长，谢谢你们。不然，
这年都没法过了。”群众在离去时，向
蔡新发表达了感谢。

直到晚上十点，蔡新发才回到家，
热了一下饭菜吃了几口。

过完春节，蔡新发帮助这些打工
群众，把欠薪全部讨回，也还了姚某一
个公道。

在基层多年，蔡新发与老百姓有
着最直接的接触，建立起了最朴实、最
真诚的感情。蔡新发也深知，对基层
司法所来说，除人民调解这项主业外，

“法律顾问”“法律服务”的职责也
不可或缺。

当前，基层社会治理项目日益
多元化、复杂化，要较好地解决农
村中的社会问题，必须从健全和完
善制度入手，而制定并执行好《村
规民约》，是一个很好的抓手。

蔡新发有着几十年基层工作经
验，又对镇情村情了若指掌。他以一
个法律顾问的身份，指导帮助建设镇
各村制定了新《村规民约》。其中以
蟠南村的案例最为典型。

蟠南村新的《村规民约》包括4
个方面16条款，主要有维护生产秩
序、维护社会治安、履行法律义务、
精神文明建设等内容。条款中明
确了具体的奖惩措施，以此约束、
规范和引导村民的行为。

在新《村规民约》的指引下，村
民对自身和他人行为的“是”与

“非”有了更具体的判断标准，对如
何做一个文明人心里有了数，民风
乡风越来越文明。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任镇
司法所长十年来，蔡新发还向镇
党委、政府提出法律建议50多条，
提供法律依据上百次，为促进政
府依法行政、维护一方平安发挥
了积极作用。蔡新发因其突出贡
献，被评为全国模范司法所长，建
设镇司法所获得市、县人民调解
委员会先进集体、五好司法所等
荣誉。

周末雨水渐止
以多云天气为主

明辨是非解危难
让群众安心过年

法律服务到基层

本报讯 东平镇政府与上海燃气
崇明有限公司近日联合开展东平镇长
江地区管道燃气用户大检查。

在东平镇桂林居委广场，居民们
围坐在一起，聆听上海燃气崇明有限
公司工作人员讲解日常生活中燃气使
用的安全知识，诸如遇到燃气泄漏的
正确处理方式、日常生活中怎样安全
使用燃气等，提醒居民们在生活中要
注意用气安全。

在随后的入户大检查中，工作人
员上门为小区居民开展燃气安全检
查，挨家挨户仔细察看了居民家中的
燃气连接胶管是否老化、燃气管道及
阀门是否存在漏气等现象，通过仔细
检查，告知居民存在的问题，及时排除
安全隐患。

记者了解到，冬季是燃气使用的
高峰期，为保障居民用气安全，东平镇
政府与上海燃气崇明有限公司建立合
作关系，通过政企携手的方式，强化居
民燃气安全使用知识，开展燃气入户

大检查。从1月初开始，已对长江地
区3600多户管道燃气用户开展燃气
安全检查，保障了居民的用气安全。

此外，上海燃气崇明有限公司相
关负责人还提醒广大市民，冬季室内

还是要保持空气的流通，有空时留心
观察一下燃气表，如果在不用气的状
态下，燃气表数字在走动，有可能存在
燃气泄漏的情况，这时要及时拨打
962777燃气热线，进行报修。

上门入户大检查 燃气使用保安全
□ 记者 朱敏欢

本报讯 崇明警方近日接到报警
电话，称在城桥镇新崇北路一服装店
内发生盗窃，之后，警方立即展开调
查，成功在3小时内破获这起盗窃案。

据 报 警 人 韩 女 士 称 ，当 日
12时 30分左右，两名女性顾客到店
里看衣服，韩女士忙前忙后接待两
人，最后并没有做成生意。等两人
离开后，韩女士在整理时发现店内
少了一件标价近 3000元的羊毛针
织大衣。

民警在现场勘察时，发现店内
没有安装监控，于是即刻通知所内
民警调取周边路面监控，并迅速锁
定了两名女子。民警从其中一名女
子行走的姿态看出该女子动作怪
异，且腹部有明显异物凸起，遂认定
有重大作案嫌疑。经进一步调阅监
控，民警发现这两名女子乘坐一辆
深蓝色轿车离开。

在随后调查中民警发现，这辆
车是当日上午从市区方向过来的，
很有可能还会返回市区。警方随
即对该车进行布控，并于当日 16时
许，在 G40高速陈家镇收费口将该
车辆拦下，涉嫌盗窃的嫌疑人岳某
被人赃俱获。

经初步询问，当天岳某搭乘老乡
的车子来崇明帮其弟弟缴纳法院罚
金，事后逛街时看中店内一件大衣，
但又嫌价格太贵，于是趁着工作人员
忙于服务岳某老乡之际将衣服藏在
外套内偷出店内。不想崇明警方快
速锁定其行踪，3小时内就将其布控
抓获。目前岳某已被刑事拘留，案件
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小偷趁人不备行窃
警方三小时内破案

区交通委组织
开展法规培训

□ 区交通委

携手闯出生态
发展新路子
（上接1版）这种精神值得黄浦区干部
群众学习。黄浦区将一如既往做好结
对帮扶工作，在帮扶的精准度和有效
性上下功夫，为崇明乡村振兴作出黄
浦的贡献。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把这
项工作做实做好。

唐海龙代表区委、区政府、区人大、
区政协和全区70万人民向黄浦区党政
领导和全区人民表示衷心感谢，对黄浦
区多年来关心支持崇明经济社会发展致
以崇高敬意。唐海龙说，黄浦区是上海
现代经济发展以及城市精细化管理的
样板，黄浦区干部群众攻坚克难的精神
值得崇明学习。当前，两区都处在新时
代加快发展的重要时期，黄浦区为崇明
世界级生态岛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路和
启迪，崇明要学习黄浦经验，倍加珍惜
双方合作的机遇，在新一轮结对帮扶
中，相互交流，学习借鉴，打响上海“四大
品牌”，携手闯出生态发展新路子。

参加座谈会并见证签约仪式的黄
浦区领导有：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
韩顺芳，区委副书记丁宝定，区委常
委、副区长陈卓夫，区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王伟鸣，副区长李原，区政协副主席
程宵玉等；崇明区领导有：区政协主席
邹明，区委常委、副区长吴召忠，区委
常委、组织部部长姚卫华，区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姚思平，副区长王菁、黄晓
霞，区政协副主席张荣、丁汉明。

本报讯 近期，区交通委组织开展
了法规培训，特邀市交通委执法总队
法规科负责人及业务骨干授课。

此次培训主要围绕非法网约车调
查取证环节中的重点难点问题进行了讲
解，并就执法人员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讨
论解答。参训人员纷纷表示，在今后的
工作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不断提高法
律素质和执法水平。

新村乡田园综合体项目（蛋鸡养殖部分）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上海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受

上海崇明瀛蜂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委托
开展对新村乡田园综合体项目（蛋鸡
养殖部分）的环境影响评价。现根据
国家法规及规定，向公众进行公示。
随着项目实施进程及环评工作的开
展，相关信息将完善或调整。

1、建设项目概要
项目名称：新村乡田园综合体项

目（蛋鸡养殖部分）
建设地点：崇明区新村乡北垦区
项 目 所 属 行 业 ：鸡 的 饲 养 业

（A0321）

项 目 内 容 ：本 项 目 占 地 面 积
436125m2，建设内容为新建85万只青
年鸡场一座；新建300万只蛋鸡养殖
场，包括蛋品加工厂及12万吨专业化
饲料厂一座；配套建设污水处理站一
座；新建年存栏4000条鳄鱼养殖场一
座；新建12万吨鸡粪处理站一座。

环境影响评价结论：本项目属农
业养殖项目，在全面落实本环评报告
书中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后，项目运
营过程中产生的鸡粪、污废水经处理
后可实现综合利用，恶臭可以实现达
标排放，建设单位在加强项目的环境

管理，严格遵守“三同时”等环保制度，
确保污染防治设施稳定运行和污染物
达标排放的前提下，从环境保护的角
度分析，该项目的建设是可行的。

2、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公众可通过上海市企事业单位

环境信息公开平台（http：//xxgk.eic.
sh.cn/jsp/view/index.jsp）建设项目环
评信息公开专栏查询第二次信息发
布文本，并可在平台公示之日起的10
个工作日内提出环境保护方面的意
见和建议。

3、联系方式

（1）建设单位
名称：上海崇明瀛蜂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崇明区城桥镇三沙

洪路89号3幢30室
联系人：李先生
联系电话：021-33802865
（2）环境影响评价单位
名称：上海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虹口区逸仙路388号
联系人：桂工
联系方式：电话 021-65427100-

2751；传真021-656073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