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嵩，首届世界级生态岛建设“十
大青春奋斗者”之一，自担任重案队队

长以来，他接力创造了公安崇明分局
“连续14年命案必破、连续三年全区
两抢案件全破”的佳绩，5次荣获个人
嘉奖，2次荣立个人三等功。

黄嵩现任公安崇明分局刑侦支队
重案队队长、分局兼职教官，出生于
1986 年的他，目前是崇明刑侦支队最
年轻的法律硕士，也是该支队最年轻
的获得高级执法资格的青年刑警。从

警至今，他始终奋战在重案要案第一
线，全心全力投入工作，他是守护一方
平安的“重案威龙”。

2011 年，黄嵩初入崇明公安，对
工作充满着憧憬，

本报讯 10月 26日上午，“新村
稻 香天下”2019 上海新村稻米文
化节在新村乡稻米文化中心开幕。

欢快的鼓乐表演拉开了本次稻
米文化节的序幕。随后，幼儿舞蹈

《快乐的米宝宝》、情景剧《新村“稻”
路》等节目，以及新村乡风采摄影
展、各类民间技艺展示等，让游客们
大饱眼福。游客们还走进新村稻米
文化中心了解新村稻米产业的历
史，观赏稻米作画，感受稻米文化的
魅力。

据了解，上海新村稻米文化节
是 2019 上海崇明区文化旅游节的
活动之一，也是新村乡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贯彻落实崇明世界级生态
岛发展规划，助推新村稻米产业和
稻米文化小镇建设的重要举措。

近年来，新村乡紧紧围绕乡村振
兴，坚持在“生态+”“+生态”上下功

夫，把优质水稻种植作为主导产业，建
设新村稻米文化中心，加强市场对接和
产品研发，做大做强优质稻米产业，成
功将“新村香田园”“新村好米畈”“宝宝

胚芽米”等高端优质大米推向市场，
进驻主打生活品质的“一条生活馆”
实体店，走进了北京、上海、杭州、南
京、重庆等都市商圈。

本报讯 根据区委统一安排和区
政府党组关于主题教育的具体安排，
10 月 28 日，区政府党组召开“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对照党章党规
找差距专题会，为主题教育下一步的
深入推进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

区委副书记、区长、区政府党组书
记李政主持会议并带头作对照检视发
言。区委常委、副区长、区政府党组成
员吴召忠，区政府党组成员谷继明、郑
益川、黄晓霞、胡柳强分别作对照检视
发言。副区长王菁列席专题会。

李政指出，党章党规是党的政治
意志和价值取向的集中体现，是全面

从严治党的遵循依据，也是全体党员
同志必须始终遵守的行为规范。要持
续在理论武装上下功夫，更加深入学
习贯彻党章党规，时刻用党章党规检
视自己的思想、规范自己的行为，争做
遵循党章党规的模范和践行初心使命
的标杆。要持续在检视问题上下功
夫，以自我革命的精神继续查摆问题、

检视问题，切实找准、找实自己在思想
上、工作上的各类问题，深刻剖析问题
产生的根源，进一步充实完善个人问
题清单，确保大小问题一个不漏。要
持续在整改落实上下功夫，要把“改”
字贯彻始终，特别要做到统筹改、全部
改、彻底改，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推
动主题教育走向深入。

本报讯 近日，区委书记唐海龙深
入向化镇镇、村基层联系点，指导“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开展。

唐海龙来到向化镇北港村村委
会、学雷锋志愿服务工作站、农户家中
等，与村党支部书记、农户交谈，认真
翻阅该村主题教育台账，详细了解主
题教育的安排和推进情况。听闻大家
通过向模范老党员学习开展主题教
育，唐海龙表示，老党员是那个时代的
先进群体，我们一定要向老党员学习，
牢记党的初心使命，树立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理念，努力为群众解决好关
乎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

在向化镇政府，唐海龙主持召开座
谈会，听取向化镇关于主题教育开展情
况的汇报，重点围绕“全覆盖”“有效
性”，了解向化镇在学习教育、检视整改
及党员作用发挥等方面的特色做法，以
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意见建议。

唐海龙指出，要充分认识开展“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重大意
义，准确把握主题教育的目标要求，紧
密结合地区和个人实际，对照党章党
规和人民群众新期待，以更高要求、更
高标准找差距、查不足，推动主题教育

走实、走心、走深。要坚持抓早、抓实、
抓好，不仅要发现一例问题解决一例
问题，更要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进
一步完善制度、体系，防止类似问题再
次发生。必须按照中央、市委、区委的
明确要求，把“规定动作”落实到位。
各级领导干部要从自身抓起，当好表
率，党委要切实担起主体责任，主要负
责同志要扛起第一责任人责任，不折
不扣落实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学习教
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等
四项重点措施，确保主题教育有力有
序有效推进。

唐海龙强调，要认认真真学原著、

悟原理，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自觉对表对标，及
时校准偏差。要扎实开展主题教育，
进一步提振干部队伍干事创业的精气
神，推动生态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
惠及广大城乡居民，推动世界级生态
岛建设在新时代有新作为新成果，为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提供“崇明
案例”，奋力创造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的崇明传奇。

会上，向化镇党政班子全体成员
围绕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结合自身思想和工作实际，
交流了学习体会。

本报讯 根据区政府党组“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安排，10月
28日下午，区委副书记、区长、区政府党
组书记李政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奋
勇追梦”为题，为区政府相关职能部门
负责人、各乡镇政府负责人以及基层党
员群众代表等上主题教育专题党课。

李政指出，初心和使命是中国共产
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动力，是当代
共产党人奋进的力量源泉。要深入学
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始终坚守初心和使命，奋进新时代、
走好新征程、用好新机遇、展现新作为。

李政强调，当前，崇明处于最好的
发展时期，我们要以只争朝夕的劲头、
奋发有为的姿态、求真务实的作风，抢
抓机遇、用好机遇、创造机遇，坚决打赢
生态文明建设的提升仗、经济社会发展
的翻身仗、花博会筹备工作的攻坚仗，
不断推动世界级生态岛又好又快发展。

李政强调，全体党员干部要有“生
态梦想高于天，生态责任扛在肩”的历
史担当，自觉对标最高标准、最好水平，
以更长远的眼光、更宽广的视野抓好生
态文明建设；要有“功成不必在我，功成
必定有我”的精神境界，敢于真抓实干，
甘于奉献苦干，勇于创造敢干，勤于思
考巧干；要有“一身清清白，了然无尘
埃”的道德情操，在追梦中守住初心，在
奋进中担当使命，奋力书写光荣梦想，
奋力创造时代传奇。

市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第二巡回指导组副组长李渤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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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村乡：稻米文化飘香

推动主题教育走实走心走深
唐海龙赴向化镇指导基层主题教育有序开展

□ 记者 许聪

□ 记者 张永昌

持续在整改落实上下功夫
区政府党组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对照党章党规找差距专题会

区政协一届十九次
常委会会议举行
□ 记者 郭杨如熠

□ 记者 许聪

本报讯 10 月 28 日上午，中国健
康城市论坛会展中心奠基暨瑞茵开心
农场嘉年华启动仪式在建设镇富安村
举行。区委副书记、区长李政出席并
启动瑞茵开心农场嘉年华。

中国健康城市论坛自 2018 年起
落户崇明，今年在瑞茵开心农场启动
建设一所会展中心作为永久会址，每
年在此举办论坛，积极推动崇明世界
级生态岛建设，打造一流健康城市。

据 了 解 ，健 康 城 市 论 坛 创 始 于
2010 年，由上海瑞茵健康产业有限公
司发起并承办，由中国市长协会、上海
世界城市日事务协调中心、上海市健
康产业发展促进协会主办，迄今已成
功举办了九届。该论坛自2014年起被
列为联合国人居署、中国住建部、上海
市政府联合主办的 10 月 31 日联合国
世界城市日系列活动之一，涵盖城市
环境保护、绿色建筑、低碳生活等领域。

中国健康城市论坛会展
中心奠基仪式在崇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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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陈怡婷 摄影报道

□ 记者 沈俊

——记首届世界级生态岛建设“十大青春奋斗者”黄嵩

守护一方平安的“重案威龙”

□ 记者 张永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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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 月 29 日，区政协一届
十九次常委会会议举行。区政协主席
邹明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委常委、纪
委书记、监察委主任陈学哲，副区长郑
益川，区政协副主席张荣、袁刚、顾钱
菊、丁汉明、施菊萍出席。

会议通报了本区“四责协同”机制
建设情况，以及区政协提案办理落实
工作情况。与会同志就进一步做好提
案办理落实工作提出意见建议。

邹明指出，各承办单位要继续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从讲政治的高度重视提案，强化
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自觉把办理提案
作为提升工作水平、提高工作效率的有
效方式。要从讲实效的角度答复提案，
立足提案办提案，把提案办理工作作为

“一把手”工程，强化提案办理工作的组
织领导。要从讲创新的维度落实提案，
深化提案用提案，把提案提出的合理化
建议落实到位并做细做好。

邹明强调，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深
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各级领导和各承办单位要自觉把
提案办理工作结合进去，有力推动各
项工作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