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十一”国庆假期恰逢庆祝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崇明的大街小
巷到处都飘扬着五星红旗，充满了
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各地游客来
到崇明，住特色民宿，享民俗体验，
吃崇明美食，用不同的方式，度过了
一个精彩的长假。

据 区 文 化 旅 游 局 统 计 ，截 至
10 月 7 日，全区共接待游客 21.75
万 人 次 ；实 现 旅 游 直 接 收 入
2787.83 万元。其中，全区各景区
接待游客 16.92 万人次；实现旅游

收入 916.74 万元。各宾馆、酒店接待
游 客 4.83 万 人 次 ；实 现 旅 游 收 入
1871.09 万元。

国庆期间，尽管受台风“米娜”影
响，但在全区各部门的通力合作以及
各旅游企业的精心准备下，全区旅游
市场秩序平稳有序，未发生安全责任
事故和游客投诉案件，实现了让游客

“吃得满意、游得放心、玩得开心”的目
标，交出了满意的答卷。

假日期间，正值 2019 年上海崇明
生态文化旅游节暨第二届农趣休闲季
举办，各旅游企业推出了“生态乡村旅
游、丰收美食体验、文化艺术展演、七

十周年献礼”等四大板块共 168 项
节庆活动。

崇明东平国家森林公园在节日
期间推出了绿雕展、森林音乐烧烤
露营等特色活动。不少游客在森林
公园的景观湖上，看到了如电影《钢
铁侠》中托尼踩着喷雾腾空而起的
场景——水上飞人极限表演。前滚
翻、喷射上天、急转 180 度……水上
飞人脚下的两条水柱，犹如风火轮
般，在湖上划出一道道优美的弧
线。精彩的水上表演引来了在场游
客尖叫连连。另一边，环球飞车也
震撼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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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上海市崇明区第一届委员会
第四次全体会议将于 2020 年 1 月召
开，为提前做好提案征集工作，拓宽政
协委员撰写提案的信息渠道，进一步
提高提案质量，区政协决定从即日起
至 10月 31日，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区政
协一届四次会议提案选题线索。

一、征集内容
紧紧围绕崇明建设世界级生态岛

的战略目标，着重就事关全区经济建
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
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问题以及人民群众
普遍关心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提出
意见建议。

二、征集要求
1.遵循“一事一案”原则，每条线

索应有一个概括性的标题；
2.选题不宜过大，表述简明扼要、

客观准确，字数控制在 200-500字；
3.选题线索应限于崇明辖区范围

内，不涉及民事纠纷、司法诉讼、行政
诉讼或反映个人问题等线索。

三、征集方式
1.电子邮件：cmzxta@163.com；
2.信函邮寄：崇明区城桥镇人民

路 68号 4号楼，区政协提案委员会，邮
编：202150；

3.书面传真：021-69619228。

四、注意事项
1.请线索提供人注明本人真实姓

名、联系方式，并标注“提案线索征集”
字样；

2.所征集的线索材料将提供区政协
各参加单位以及区政协委员撰写提案
时参考，是否予以采纳不作一一回复。

热忱欢迎社会各界人士，为促进
崇明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发展和世界
级生态岛建设积极建言献策。

特此公告。

前不久，2019年崇明区道德模范、
最美崇明人命名表彰会举行，朱瑞霞、
宋林飞、杨利琴等活跃在基层一线的
普通劳动者走上了领奖台。他们虽是
普通人身边的普通人，却在各自领域
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这也是崇明连
续第 7 年表彰道德模范和最美崇明
人。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区的攻坚过程
中，唱响崇德向善主旋律、引领见贤思
齐新风尚，是提升城市文明素养的关
键一招。

在今年最美崇明人命名表彰会之
前，很多人并不认识朱瑞霞。她是一名
70 后，上海江南造船模块部特种焊接
工，获得过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上海市
劳动模范、市“三八红旗手”等荣誉。她

从一名普通工人成长为氩弧焊技师、班
组技术骨干、技术创新的带头人，攻克
了镍铜管焊接变形、HDR不锈钢焊接、
钛合金焊接等一系列高难度问题。
2016年6月，“朱瑞霞劳模创新工作室”
成立，至今已培养出多名高级技术人
员。表彰会后，“奏响钢与火的交响曲，
构筑中国舰艇的钢筋铁骨”的朱瑞霞给
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同时，表彰会也让
更多市民看到了和他们一样的普通人
身上的闪光点。

不只是“朱瑞霞”们。多年来，崇
明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区中，注重开展
道德典型常态选树工作，广泛开展

“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活动。通
过公众投票、推荐评议、宣传报道、文
艺传播，让更多“瀛洲好人”走进大
众、走近市民。

姚惠涛就是其中之一。由他的
故事改编而成的大型原创沪剧《生死
约定》，一经演出，在市民中引起热烈
反响。剧中，主人公陈卫豪（姚惠涛）
和张志忠在老山前线相遇，炮火纷飞

中二人立下了“生死约定”——如果
两人中有人牺牲，另一位要把对方的
父母认作亲人来孝顺照顾，养老送
终。战斗中，张志忠光荣牺牲。陈卫
豪退伍后，按照约定前去寻亲，历经
30 多 年 曲 折 ，终 于 完 成 了“ 生 死 约
定”。什么是诚实守信，什么是用一
生去完成一个诺言，通过这个典型，
更多市民的心中有了答案。

最美崇明人、道德模范们不仅要
走上台，更要走到群众中去。在创城
中，崇明依托本区 120 多个道德讲堂
和近 700 个睦邻修身点等载体，让市
民与道德模范见面，听他们讲自己的
故事，学习身边好事，弘扬凡人善事，
形成常态化道德教化机制。以此发
挥道德典型的示范激励作用，凝聚全
区上下创建全国文明城区、推进乡村
振兴的精神力量。

有“好人”引领，也要自身主动参
与。崇明在创城中，注重推进乡风建
设、市民修身工作，把文明素养提升
作为重头戏、着力点，培育文明、传播

文明、提升文明。比如，举办 2019 市
民生态文明修身系列活动暨“三下
乡”活动，与区妇联联合编写市民文
明手册《生态崇明扬新风》，着力提升
全体市民的道德规则意识。实施睦
邻修身专项行动，推进家庭美德建
设，汇聚社会好风尚。深化“我们的
节日”中华传统节日主题活动，全区
各级组织、中小学校广泛参与开展端
午季、“中华经典诵读”等活动，引导
市民在参与中感知传统、培育民族精
神、传承中华美德。

此外，抓好公益广告宣传。运用
招风旗、灯箱、电子显示屏等各类公
益广告宣传阵地和载体，围绕文明城
区创建、垃圾分类等开展公益广告宣
传。举办创城专场巡演 10余场，组织
开展文明城区创建相关文艺创作，推
进大型原创纪录片《城市之岛》拍摄
工作，开展小戏小品、舞蹈、曲艺、音
乐、美术、书法、摄影等群文作品原创
比赛，在广大群众中进一步弘扬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

创城：以价值引领促文明素养提升

关于征集区政协提
案选题线索的公告

定时定点投放、不分类不清运、
一日两清……自 2017 年崇明区开始
推行生活垃圾分类以来，城桥镇率
先试点并实施了一系列垃圾分类新
举措，不仅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也为
其它乡镇陆续开展垃圾分类工作奠
定了良好的基础。如今，在《上海市
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后，城
桥镇为了不断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向
高质量高水平发展，开始率先实行
湿垃圾餐前餐后分类，探索生活垃
圾分类新模式。

9月19日8点30分，记者来到东门
新村二期的垃圾分类投放点，只见居民
黄菊香拎着三个垃圾袋缓缓走来。“一
个是干垃圾，其它两个垃圾袋装的都是
湿垃圾。”黄菊香告诉记者，每天在垃圾
分类时她会多做一步，将湿垃圾细分为

“餐前”和“餐后”湿垃圾。餐前湿垃圾
指的是未经加工的食物和蔬菜水果（如
菜皮菜叶、瓜果皮等），餐后湿垃圾是加
工过的食物（如剩菜剩饭、面包糕点
等）。随后，黄菊香熟练地将餐前、餐后
湿垃圾放入专属的垃圾桶内。

“我们这样分类已经有两个多月
的时间了，都习惯了。”黄菊香笑着说
道，两个月前，居委挨家挨户上门宣传
湿垃圾再分的意义，并征询大家的意
见。“我觉得这个举措非常好，湿垃圾
的利用率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于是同
意并签订了湿垃圾餐前餐后再分承诺
书，然后收到了一个餐后湿垃圾分类
桶。之后，就开始这样分类了。”

前端餐前、餐后湿垃圾分开投放，
那后端如何处置呢？9 点 30 分左右，
记者看见两辆湿垃圾运输车陆续驶入
小区。“为避免混装混运，餐前湿垃圾
由环卫作业单位运输至镇湿垃圾处置
点，餐后湿垃圾则由餐厨垃圾运输车
清运至餐厨垃圾处置站。”东门新村党
群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介绍。以前，
小区内的湿垃圾只能进入湿垃圾处置
点，产生的有机肥因为餐前餐后湿垃
圾混装而出现重金属超标问题，导致
肥力不强。现在这样分开装运，餐前
湿垃圾通过生化技术可以生产出更高
质量的有机肥，

创新分类新模式
推进资源化利用

崇明给你一个精彩的国庆长假

城桥镇探索实行湿垃圾餐前
餐后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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