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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己亥年四月十一

近日，位于庙镇南星村的种种
桑果园内，连片的桑树上挂满了果
子，紫黑色的桑果个大饱满，鲜嫩欲
滴，不少市民前来采摘尝鲜。

记者看到，游客穿梭在桑果树
下，一边享受田园风光，一边品尝可
口的桑果，不亦乐乎。市民陆女士
表示：“摘桑果只有小时候才体验
过，现在农村鲜有见到桑树。这次
到果园体验采摘，回味了儿时的快
乐，感觉不错，而且这里的桑果口感
也相当好。”据果园负责人施达介
绍，120 亩的桑果园内种植的是“大
十”桑果，是桑果品种中的佼佼者，
再加上今年气温舒适，光照充足，桑
果的产量和品质都较高。

桑果拥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富
含蛋白质、维生素、胡萝卜素和花青
素等，还可以用来泡果酒，制作果

酱、果汁等。据悉，种种桑果园的桑
果采摘将持续到 5 月底，喜欢尝鲜的

市民不妨前往体验一下采摘乐趣，
品尝一番美味桑果。

桑果熟了 采摘正当时
□ 记者 石思嫣 摄影 周天舒

本报讯 历时三天的 2019 年环崇
明岛国际自盟女子公路世界巡回赛于
5 月 11 日结束全部赛段争夺圆满落
幕。来自荷兰瓦尔肯堡公园酒店队的
20 岁年轻骑手洛伦娜一骑绝尘，三度
斩获赛段冠军，并将个人最佳黄衫、冲
刺绿衫、最佳青年白衫一穿到底。

按照国际自盟的积分规定，本次

世巡赛崇明站总成绩前 40 名，赛段前
10 名以及领骑衫获得者，都能获得
UCI 积分，为东京奥运会资格体系的
排名增添砝码。因此，本次赛事期间，
参赛车手们你追我赶，上演了激烈的

“夺分战”。
5 月 11 日，最后一个赛段——崇

中赛段暨城市绕圈赛激情“开战”。此
赛段全长 118.4公里，自崇明大道新城
公园出发，车手们沿团城公路、前竖公

路、草港公路、鼓浪屿路骑行 49.4公里
后返回新城公园，随后围绕崇明大道、
宝岛路、鼓浪屿路绕行 6 圈，每圈 11.5
公里。

出发后，就不断有车手突围。包
括中国丽以芙车队卢思颖在内的 5 名
车手很快组成突围小组，将大团甩出
1 分多钟远。不过在进入绕圈赛道之
前，她们的领先优势只剩下 10 余秒。
临近首个冲刺点前，（下转7版）

本报讯 今年 5 月 11 日至 17 日是
第二十八届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
周。5 月 11 日当天，2019 年上海全国
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开幕式暨崇明区
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启动仪式在长兴
镇举行。市建设交通工作党委书记王
醇晨出席活动，并宣布节约用水宣传

周开幕。市水务局党组书记徐建，区
委副书记、区长李政共同启动崇明区
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工作。副区长郑
益川等出席。

近年来，上海紧紧围绕生态文明
建设要求，以全面实施最严格水资源
管理制度为抓手，大力推进工业、农
业、城镇和生活等各领域的节水工作，
取得了明显成效。2018 年，本市万元

GDP 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均大幅下降，提前完成了 2020 年预期
目标；全年累计完成各类节水措施
839 项 ，最 高 日 节 水 量 4.48 万 立 方
米。同时，市水务局会同市经信委、市
教委等部门在全市创建了一批节水型
工业园区、企业、学校、小区和机关单
位，共同营造惜水、爱水、节水的良好社
会氛围。崇明推进全区市级节水型社

会试点建设，不仅是落实国家节水行动
的具体体现，也是建设世界级生态岛的
关键举措。崇明全面夯实河长制、湖长
制，创新实施环长制、河道警长制，2018
年实现了 1595 条段黑臭水体全消除，
19.2 万户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全覆盖。
崇明还在生态教育中普及水资源保护
知识、培养节水观念，目前共完成节水
型学校创建8所，（下转7版）

本报讯 5月 11日，市公安局党委
副书记、副局长陈臻来崇检查指导
2019 崇明自行车嘉年华活动安保工
作，调研崇明“智慧公安”建设和“严扫
净保”专项行动。区委书记唐海龙，区
委副书记、区长李政，副区长、公安崇
明分局局长谷继明等陪同。

在自行车嘉年华活动现场和三星
镇新安村，陈臻认真察看现场安保工
作，详细了解智慧三星农村基层治理
工作、新安村智能安防社区系统建设，
并听取崇明“智慧公安”建设和“严扫
净保”专项行动的汇报。据了解，上海

“智慧公安”建设是上海打造全球卓越
城市和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
部分，崇明“智慧公安”将围绕上海“智
慧公安”建设总体战略部署，立足崇明
世界级生态岛建设大局，以智能化安
防体系和大数据应用为支撑，全力打
造“感知泛在、研判多维、指挥扁平、处
置高效”精准警务，全面提升崇明公安
工作信息化、智能化水平，为建设世界
级安全岛、智慧岛作出积极探索，提供
有力保障。

根据区委、区政府和市公安局总
体工作部署要求，崇明公安于年初部
署开展 2019 年“严打击、扫顽疾、净
环境、保平安”专项行动，持续严打严
防盗窃、电信网络诈骗、涉黑涉恶、

“黄赌毒”、（下转7版）

本报讯 5月 13日上午，区政协生
活垃圾分类减量专项民主监督“回头
看”工作启动部署会举行。区政协主
席邹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区政协副主
席袁刚、顾钱菊、丁汉明、施菊萍参加
会议。

会议通报了本区生活垃圾分类减
量工作进展情况；部署安排区政协生
活垃圾分类减量专项民主监督“回头
看”工作。

本次“回头看”活动于今年 5-6
月开展，共分 6 个专项民主监督“回
头看”工作组，主要针对去年区政协
在生活垃圾分类减量专项民主监督
中发现的问题、症结是否得到妥善
解决开展“回头看”，查找工作推进
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提出意见和
建议。

邹明在讲话中指出，开展本次生
活垃圾分类减量专项民主监督“回头
看”工作要做到善谋善为，提升民主监
督的实际能力，针对问题提出具有可
操作性的解决方案，更好地让政协民
主监督建言建在点子上，监督监在关
键处；要善做善成，齐心协力解决实际
问题，突出问题导向，聚焦存在的典型
问题，在监督中支持，在监督中服务党
委政府工作，帮助发现和解决实际问
题；要善始善终，发挥政协民主监督的
最大效应，关注监督成效，提炼、总结
经验做法和问题建议，把“回头看”活
动作为一次思想再统一、共识再凝聚
的行动，逐步形成崇明政协的民主监
督工作品牌。

本报讯 5月 13日下午，崇明区人
民政府与上海市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上海市贸促
会党组书记、会长杨建荣，区委书记唐
海龙，区委副书记、区长李政，副区长
胡明华，区政协副主席袁刚等出席签
约仪式。

会上，李政代表崇明区人民政府

与上海市贸促会签署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

根据协议，双方将集聚各自资源，
发挥各自优势，推动崇明激发区域经
济活力、培育发展特色产业、营造良好
营商环境，提升综合竞争力，加快世界
级生态岛建设步伐。上海市贸促会将
利用国际交流平台和国际展览业务资
源，支持崇明筹办第十届中国花卉博
览会，开展公关宣传、招展招商、展期

运营管理等工作，努力推动崇明加快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上海市贸促会成立于 1956 年，是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成立最早的
地方机构。曾成功参与组织了“国际商
会第三十二届世界大会”、“2001APEC
CEO 峰会”、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等重大国际经贸活动。拥有上海国
际汽车展、花卉园艺展、养老展、亚洲消
费电子展等大型国际展览品牌项目。

唐海龙介绍了崇明生态环境保护
和生态产业发展情况，表示崇明正面临
最好的发展机遇，处在最好的发展时
代，生态发展的动能越来越足，效应越
来越显现。崇明将珍惜与上海市贸促
会的合作机遇，加快世界级生态岛建
设，为上海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提升
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作出更大贡献。

杨建荣表示，上海市贸促会将发
挥联系政府、（下转7版）

崇明区人民政府与上海市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 记者 张永昌

激发区域经济活力 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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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环崇明岛女子世巡赛收官
荷兰车队选手洛伦娜获个人总成绩第一

□ 记者 范立

用“回头看”促垃圾
分类工作更好开展

区政协部署垃圾分类减量
专项民主监督“回头看”工作

□ 记者 姚红梅

□ 记者 许聪

▲ 果园工作人员展示刚采摘下的新鲜桑果

本报讯 5 月 14 日，区政协主席会
议成员围绕推进园区转型发展开展集
体知情调研活动。区政协主席邹明，
副主席顾钱菊、丁汉明、施菊萍等参加
调研活动。

调研中，主席会议成员先后来到
富盛经济开发区、长兴产业基地公司
和崇明工业园区，参观考察了相关企
业、项目工程，并现场了解工程建设、
企业运营等情况。随后，主席会议成
员认真听取了富盛经济开发区、长兴
产业基地公司和崇明工业园区关于重
点工程项目、转型升级等方面的情况
介绍，并提出相关意见和建议。

邹明在讲话中指出，希望各园区
立足创新机制，不断扩大自身发展优
势，在坚持发展壮大的同时，进一步推
动转型发展。区政协也将持续关注园
区发展，贡献政协力量。

区政协主席会议成员
开展集体知情调研活动

不断推动园区
转型发展

□ 记者 姚红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