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日前从区水务局获
悉，今年崇明岛春季调水时间安排在
5月 18日至 5月 20日。

根据《上海市崇明区水务局关于
做好 2019 年崇明岛内河春季调水工
作的通知》，5 月 18 日凌晨 4 点左右，
全岛所有水（涵）闸实施第一潮排水，
内河水位降至 2.20 米以下；5 月 18 日
下午 14 点左右，各水（涵）闸实施第二
潮排水，内河水位降至 1.80 米以下；5
月 19 日凌晨 5 点实施第三潮排水，内
河水位降至约 1.20 米。白天水闸关
闭，内河水位最低，便于实施河道清
障、检查；5 月 19 日晚间 21 点左右，南
沿水闸开始引水，内河水位升至 2.20
米左右；5 月 20 日上午 10 点左右，南
沿水闸实施第二潮引水，内河水位升
至 2.80米（恢复正常水位）。

调水期间，各乡镇（包括启东市启

隆镇、海门市海永镇）、上实公司、区海
塘管理所负责开启本岛所有沿江水
闸、涵闸进行内河调水。区农业农村
委、区交通委、区水务局、公安崇明分
局、崇明边防大队等部门和当地乡镇
密切配合，提前排摸闸（涵）内外停泊
船只情况，按照各自职责制定停泊船
只撤离和安全保障工作方案。将各类
船只撤离至闸（涵）500 米以外，确保
引排水安全。根据本次春季调水时间
安排，河道清障的时间是 5 月 19 日白
天，时间紧促，因此，各乡镇、区城管执
法局、上实东滩公司、光明长江总公
司、光明米业长江农业公司和跃进农
业公司等相关单位需充分利用本次机
会，提前安排好力量，把河道内沉船、
坝根、锁口、网络子、地笼等阻水障碍
物清除干净，确保河道排水畅通。

水务部门提醒，本次大调水低水
位时间是 5 月 19 日白天，各乡镇及相
关单位要安排人员在调水之前仔细排

摸，摸清阻水障碍物具体位置，并制定
清障方案。各乡镇、区农水所及有关
单位要组建清障队伍，扎实开展河道
清障工作。清障全过程要有专业人员
进行管理指导，机械作业必须按规定
安排专业人员操作，确保河道清障作
业安全进行；做好沿河群众宣传工作，
防止出现低水位时下河捕捞影响清
障，甚至是人身意外等事故。同时，在
调水过程中，由于水位变化大，可能对
在建的水利设施产生影响，各乡镇及
有关单位应加强对在建工程的巡查，
如发现问题，及时与区水务局联系，以
便采取紧急应对措施。

调水期间，区水务局还将组成联
合检查工作组，分赴各乡镇及有关单
位就辖区内的各级河道清障情况开展
检查，重点检查河道水系是否通畅、清
障工作是否有力、河道锁口是否清除、
中小河道整治如何等情况，检查情况
汇总整理后将报区政府。

崇明岛专用危险品码头专项规
划获批、智慧移动票务系统成功试
运行、崇明 2021 年花博会交通组织
方案得到进一步完善……这些成果
的背后，不得不提市交通委来崇挂
职干部黄晓勇。去年 5 月，黄晓勇
来到崇明任区交通委副主任，分管
交通委水路运输、政务信息公开、行
政审批改革等工作。一年来，在他
的推动下，崇明水路交通发展实现
了多项突破。

刚上任，黄晓勇便马不停蹄地
来到港航科、航务所、运管所、执法

大队等部门和基层单位进行实地调
研，熟悉人员状况，了解工作安排及进
展情况。在调研中，黄晓勇了解到，崇
明一直以来缺少专用危险品码头，危
险品物资运输只能以临时审批方式，
通过普通民用码头装卸作业。码头作
为水上运输安全链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危险品码头的建设显得尤为重要，
但因种种历史遗留问题，崇明危险品
码头专项规划迟迟未能获批。黄晓勇
把这件事放在了心上。他先后多次现
场踏勘码头规划选址，及时组织协调
市、区相关部门召开会议，听取相关意
见，优化完善专项规划。“专用危险品
码头项目不单单是交通委的事，更是
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很多部门共同参
与，只要有一个环节没做好，规划就不
可能获批。”经历了半年多的奔波，崇
明岛危险品码头专项规划终于获得市
政府的批准同意，解决了崇明长期以
来想解决而未解决的难题，黄晓勇的

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目前，项目
正处于筹备建设的前期阶段。“以后危
险品码头还会引进专业船舶，完善配
套设施，开展危险品运输业务也就更
加安全。”黄晓勇还介绍，结合中交航
道局横沙西滩疏浚配套码头的规范整
改工作，横沙岛危险品码头专项规划
也正在积极推进中。与此同时，黄晓
勇还积极协调区水务、安监、横沙乡政
府，研究制定横沙乡危险品运输临时
应急方案，着力保障横沙乡人民群众
生活生产危险品物资正常供应。

除此之外，黄晓勇还主动发挥自
身优势，积极参与崇明 2021 年花博会
交通组织方案研究。由于曾经担任过
上海世博会保障组宣传部副部长和调
度长，黄晓勇有着丰富的交通保障和
新闻宣传方面的经验，针对花博会期
间可能出现的大客流情况，提出了集
约化公共交通出行模式的建议，认为
应该多关注几个通往崇明岛的码头，

完善其周边的配套设施，做好相关
配套服务。此外，黄晓勇还在水陆
公共交通联运与园区票务联程等方
面，提出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建议，这
些建议也均被采纳。

在挂职期间，黄晓勇还牵头协
调崇明两家客运轮船公司和第三方
支付平台，研究开发智慧移动票务
系统，努力提升崇明水上客运售票
能级。今年春运期间，App 售票系
统正式上线试运营，为市民提供快
捷便利的购票服务。

如今，黄晓勇完成了在崇明一
年的工作，回到市交通委。黄晓勇
说，崇明一年行，一生崇明情，自己
会持续关注崇明世界级生态的建设
发展。因为他还多了另一个新身份
——上海市花博会交通保障组联络
员，“以后与崇明的联系自然少不
了，还会在自己的本职岗位上给予
崇明更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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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崇明水路交通实现多项突破
——记市交通委来崇挂职干部黄晓勇

本报讯 5月 13日下午，崇明区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扩大）会议
在区会议中心召开。区委常委、政法
委书记梅云平出席会议，副区长谷继
明主持会议。

会议通报了本区专项斗争工作开
展情况，并结合中央督导要求具体部
署了下阶段本区扫黑除恶工作：深化
线索排查审核、强化社会面宣传发动
和规范基础台账等。

据介绍，自去年 2 月本区开展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以来，截止到今
年 5月 7日，全区打掉恶势力犯罪团伙
25 个（经市公安局认定的苗子性恶势
力犯罪团伙），抓获涉黑涉恶犯罪嫌疑
人 119人，破获黑恶团伙案件 37起，挽
回群众经济损失 20 余万元；区扫黑办
共梳理汇总问题线索 96 条，核查完结
74条，核实确定涉黑涉恶线索 3条。

梅云平指出，今年是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承上启下的关键之年，他要求
各相关单位要强化对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工作的认识；要把握主动，紧盯突出
问题，切实把工作落到实处；要全力以
赴配合好中央督导工作。

本区召开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领导小组
（扩大）会议

本报讯 5月 13日上午，建设镇召
开 2019 年民兵整组点验大会暨国防
教育动员大会。区委常委、区人武部
部长王晓军出席会议。

会议对 2019 年民兵整组工作进
行总结和验收，并重点抽检了民兵应
急分队。会议指出，要充分认识新时
期开展民兵工作的重要意义；要全面
加强民兵组织建设，扎实做好民兵工
作；民兵们要带头参与全镇生态岛的
建设，认真履行职责，发挥民兵排头兵
作用。

会上，王晓军向建设镇民兵应急
排授旗，新入队民兵代表作发言，应急
排排长带领全体队员宣誓。

建设镇召开2019年
民兵整组点验大会

赵正祥是港沿镇合东村村民。说
起他，港沿镇的村民无不对他赞赏有
加，称他为舍己救人的英雄。

一次，村民顾某归家经过战斗
河的水桥时，突发脑梗，一头栽进了
河里，情况十分危急。居住在河边
的村民沈兰芳听到呼救声，立即叫
上 丈 夫 赵 正 祥 ，一 起 冲 出 屋 外 救
人。当时正值寒冬，赵正祥又近 75
岁高龄，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跳入
河中，抓住落水人后拼命地将其往
上拽。同时，隔壁村民也纷纷闻讯
赶来帮忙。在众人合力帮助下，落
水村民被救并及时送医治疗。赵正
祥 不 顾 自 己 的 安 危 挺 身 而 出 的 精
神，不仅彰显了高尚的品德，也诠释
了见义勇为这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值得我们向他学习。

老人勇救落水者
传递社会正能量
□ 记者 范立

感受火场氛围 掌握逃生技能

本报讯 为提高社区居民的消防
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确保在突
发火灾事故时能够高效、有序撤离，日
前，新海镇启动 2019 年楼道火灾应急
疏散逃生演练活动。

在开始逃生演练之前，居民现场
观看了消防安全宣传片，了解和掌握
消防方面的安全知识，以及生活中存
在的各种潜在安全隐患。消防队员针
对火场突发情况如何应对、逃生路径
的正确选择等问题，为居民现场授
课。随着尖锐的消防警报鸣响，逃生
演习开始，志愿者们开始绕过堆物，用
毛巾捂住口鼻，穿过烟雾弥漫的楼道，
跑到室外的安全地带，消防队员营造
出的火场氛围十分逼真，志愿者们也
积极配合，不少人跑得大汗淋漓。

据了解，本次启动活动之后，后续
各个居民小区将自行继续组织逃生演

练，向社区百姓传授消防安全知识，让
居民们体验真实火场的严峻生存环

境，并且掌握最科学、最全面的逃生指
南。

5月18日至20日，崇明岛将进行内河春季调水工作——

清除阻水障碍物 确保排水畅通

▲演习过程中

本报讯 日前，2019 年上海城市
业余联赛“崇明·体彩杯”上海市门球
精英赛在崇明区体育场拉开帷幕，比
赛吸引了来自全市的 48支队伍 418人
参加，规模和参赛人数都创下新高。

本次赛事以“全民参与、全民运
动、全民欢乐、全民健康”为主题，赛场
上，参赛运动员们个个神采奕奕、斗志
昂扬，他们手握重槌、沉着冷静、身手
矫健，不时有队员“过门”“撞击”“闪
击”，充分展现了门球运动的活力与风
采，运动员们精湛的球技，博得了在场
观众的阵阵喝彩。

最终，经过一天的激烈角逐，浦东
新区高东镇门球队勇夺本届赛事冠
军，静安区门球队获得亚军，普陀区万
里街道门球队夺得季军。

此次门球赛的成功举办，不仅让
门球爱好者们感受到了美丽生态岛崇
明的独特魅力，也成为了崇明发展户
外休闲体育，为市民提供丰富多样体
育产品的重要举措。

门球精英赛举行
休闲体育魅力足

本报讯 上海交通大学炎症性肠
病诊治中心新华崇明分中心日前正式
揭牌成立。

据了解，炎症性肠病分为克罗恩
病和溃疡性结肠炎，近年来，发病率逐
年增加。及早诊断和介入，对疾病的
治疗十分重要。新华崇明分院消化内
科执行主任胡颖介绍，通过规范的诊
断治疗，许多病人可以恢复到正常生
活状态，但假如诊断治疗不及时不到
位，严重的甚至会发生死亡。

上海交通大学炎症性肠病诊治中
心成立于 2011 年，是炎症性肠病诊疗
领域顶尖专家汇聚中心，也是目前全
球拥有分中心最多最大的诊治中心。
分中心落户崇明后，将弥补崇明在炎
症性肠病诊治医疗上的空缺。

成立会上还举办了专题讲座。

治疗炎症性肠病
不用出岛了
上海交通大学炎症性肠病诊治
中心新华崇明分中心成立

□ 记者 朱卓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