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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政府二季度工作会议召开

本报讯 4月 22日，区政府召开二
季度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认真
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世界级生态
岛建设的决策部署，全面部署二季度
区政府工作，确保全区经济社会发展
实现“时间过半、完成任务过半”目
标。区委副书记、区长李政强调要以

更高站位、更大决心、更实举措，加快
推进今年各项工作，大力建设高能级
生态，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全力创造
高品质生活，全面完成二季度各项重
点工作，为圆满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打
下坚实基础。

区委常委、副区长吴召忠，副区长
谷继明、王菁、郑益川、黄晓霞、胡明华
出席会议。吴召忠、黄晓霞、胡明华部
署相关重点工作，区委常委、副区长郭

亚兵书面通报相关重点工作。
李政指出，一季度全区各项工作

部署早、启动快、推进有力有序，实现
良好开局。生态产业发展势头向好、
生态城镇建设稳步推进、生态惠民水
平持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扎实开展。

李政指出，二季度是一年中抓推
进、抓落实、抓突破、抓定局的关键时
段，任务更加艰巨，必须抢抓历史机
遇，必须勇于攻坚克难、必须对标国际

一流。当前崇明处于重要历史机遇叠
加的最好发展时期，尤其是重大基础设
施项目为我们加快发展提供了现实抓
手，要着力抢抓机遇，挖掘放大机遇，最
大限度地发挥机遇带动效应。要敢于
啃硬骨头、加快突破瓶颈，为全年工作
打下坚实基础。要牢牢把握全生态、高
品质、国际化的发展要求，以更高要求、
更好水平推进各项工作，努力打造高等
级生态“新标杆”、（下转7版）

本报讯 4月 22日，荷兰知名花卉
企业阿玛达（ARMADA）公司一行来
崇实地考察崇明花卉产业发展情况。
阿玛达公司董事长杰拉德·兰蒂斯与
区委副书记、区长李政进行了深入交
流和洽谈。

阿玛达公司是荷兰一家从事花卉
育种、育苗研发业务的高科技花卉企
业，以菊花和紫菀为特长，拥有20多个
花卉大类，100多个花卉品种的完全知
识产权，每年研发和推广的花卉品种达
上百个，累计申请专利500多个。该企
业在世界各地挑选优质合作伙伴，已在
印度、坦桑尼亚、哥伦比亚、斯里兰卡等
地设立花卉种苗生产基地。

考察团一行实地调研了陈家镇、
港沿镇相关地块，参观了港沿国家设
施农业基地、源怡智慧生态花卉园项
目。在规划展示馆，考察团观看了区
2035 总体发展规划及 2021 年中国花
博会规划片。

在随后举行的交流座谈会上，李
政向考察团一行介绍了世界级生态岛
建设、花博会筹备、崇明花卉产业发展
等相关情况。

李政指出，中国是世界花卉产业
发展最快的国家，（下转7版）

本报讯 4 月 20 日上午，第 21 届
中国国际花卉园艺展览会在上海新国
际博览中心举行。崇明区委副书记、
区长李政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李政代
表中共崇明区委、崇明区政府，衷心祝
愿展会取得圆满成功，并就第十届中
国花卉博览会相关情况作介绍。

李政在致辞中说，中国花卉博览
会是我国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影响最
广、内容最为丰富的国家级花事盛会，
被称为中国花卉界的“奥林匹克”。去
年 4月 9日，崇明经过近一年的不懈努
力，获得 2021 年第十届中国花卉博览
会举办权。2021 年适逢中国共产党
建党一百周年，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
诞生地，在上海生态环境最好的崇明
举办花博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李政说，崇明是世界上最大的河
口冲积岛、中国的第三大岛、上海国际
化大都市的城市之岛，是上海重要的生
态屏障，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誉为“太
平洋西岸难得的净土”，要建设成为绿
的世界、鸟的天堂、花的海洋。崇明是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梦想之岛，有相
对完备的生态产业体系，正以筹备花博
会为契机，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全
面推进迎花博800天行动计划，加快提
升世界级生态岛各项事业水平，努力实
现高质量发展，全力创造高品质生活，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李政说，崇明举办第十届中国花
博会，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行“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推动生态
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实践；是
加快花卉科技成果转化，（下转7版）

紧盯目标抢进度 突出重点勇拼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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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张永昌

□ 记者 咸明

荷兰知名花卉企业来崇
实地考察花卉合作项目

共同打造美丽
“海上花岛”

□ 记者 朱竞华

本报讯 4月 23日清晨，区委书记
唐海龙深入基层一线，走访慰问最美
绿色生活先行者，调研本区生活垃圾
分类工作。

朝阳初上，唐海龙率领区绿化市
容局主要负责人和相关党政主要负责
人，分别走访慰问了中兴镇湿垃圾末
端处置站点工作人员宋洪才、马利英、
朱胜帮、宋永明、黄孙安，港沿镇鲁玙
村农村定时定点垃圾分类收集员叶锦
春，新河镇卫东村农村垃圾收集员季

玉宝，以及城桥镇天赐景城定时定点
分类投放志愿者秦晓兰。2017年 6月
以来，崇明举全区之力，在全市率先开
展全域生活垃圾分类探索实践，经过
一年多努力，基本形成了“全域覆盖、
全程闭环、全面处置、全民参与、全智
管理、全力保障”的生活垃圾分类“六
全模式”，初步建起了全生命周期管
理、全过程综合治理、全社会普遍参与
的生活垃圾分类制度体系。能够做好
这个“最困难的简单工作”，离不开以宋
洪才等人为代表的最美绿色生活先行
者的辛勤付出。一年多以来，他们充分

发挥主人翁精神，每天坚守岗位，以各
种形式宣传生活垃圾分类，带动身边人
参与生活垃圾分类。目前，本区生活垃
圾分类工作正在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
的全区全覆盖目标进发，大家表示，生
活垃圾分类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大好事，
今后将继续坚守一线岗位，为世界级生
态岛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唐海龙向为生活垃圾分类作出贡
献的最美绿色生活先行者表示感谢。
他说，没有大家的全力支持和辛勤付
出，就没有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良
好成效。崇明人民充分发挥出了主人

翁精神，自觉做好“生态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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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一处，唐海
龙都与干部群众亲切交谈，认真察看
垃圾源头分类、湿垃圾处置、垃圾分类
监督公示等情况。他指出，站在新的
起点，我们必须对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有新的认识、新的举措、新的行动，必
须对这项工作再认识、再提升，确保这
项工作实现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全
区全覆盖，将其打造成崇明世界级生
态岛建设的亮丽名片。

向垃圾分类“幕后英雄”致敬
唐海龙走访慰问最美绿色生活先行者，调研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 记者 许聪

本报讯 4月 23日，是中国人民
解放军海军成立 70 周年纪念日。
70 年来，人民海军从零到有，一路
劈波斩浪，纵横海疆，勇闯大洋。4
月 23 日当天，山东青岛及其附近海
空域举行各国海军舰艇海上阅兵。

此次海上阅兵中亮相的众多中国海军
舰艇中，其中不乏“崇明制造”。

不少军事发烧友最关注由江南造
船厂承建的我国新型万吨级驱逐舰是
否会参加此次阅兵。该型舰是我国完
全自主研制的新型万吨级驱逐舰，先
后突破了大型舰艇总体设计、信息集
成、总装建造等一系列关键技术，装备

有新型防空、反导、反舰、反潜武器，
具有较强的信息感知、防空反导和对
海打击能力，是海军实现战略转型发
展的标志性战舰。2008年搬迁至崇
明长兴岛的江南造船厂拥有 150 多
年的历史，近年来，通过一次次理念
和技术革新，一艘艘具有国际先进水
平的巨轮和战舰，（下转7版）

海军兵器谱上有艘“崇明岛”号
□ 记者 丁沈凯

▲“崇明岛”号

本报讯 4月 23日下午，区政协一
届十六次常委会会议暨区党外代表人
士协商通报会在区会议中心召开。区
政协主席邹明主持会议。区委常委、
统战部部长薛红，副区长郑益川，区政
协副主席袁刚、顾钱菊、丁汉明、施菊
萍出席会议。

会议通报了崇明区水环境治理工
作情况，协商通报了崇明区紧密型学
区化、集团化办学工作情况。与会人
员从完善教育人才队伍建设和激励制
度、加大教育资金保障力度等方面，围
绕高质量推进紧密型学区化、集团化
办学工作提出意见建议。

会议还协商通过了区政协有关人
事事项和区政协专门委员会设置有关
事项。

区政协一届十六次
常委会会议召开
□ 记者 姚红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