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近日，随着施工人员的
精准操作，建设公路段南横引河桥
完成合龙，后续将开始铺设桥面。

南横引河桥为下承式组合梁
钢系杆拱桥，全长 288 米，桥面为双
向 4 车道+双向非机动车道和人行
道，增强了通行能力。工程相关负
责人表示，虽然疫情对工程进度造
成 一 定 影 响 ，但 自 2 月 底 复 工 以
来，各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在疫
情防控措施到位的前提下，工程正
有序推进。

值得一提的是，南横引河桥主
桥施工方法为“先梁后拱”，主拱采
用一次性整体吊装技术，外倾拱桥
主拱采用一次性整体吊装工艺，安
装精度、难度技术要求高，在国内
是首例。采用该技术安装的桥梁
更加美观，同时降低了安全风险。

记者还了解到，建设公路位于
崇明中部地区，线路呈南北走向，
是崇明岛干线路网规划“四横七
纵”中的一纵，全长约 8.1 公里，同
步实施桥梁、排水、照明、绿化、交
通标志标线等附属工程，作为秉承

“生态、功能、环保”理念的城市门
户景观大道，将辐射整个崇明岛。

建设公路全线新建 15 座桥梁，南
横引河桥为其中最大的桥梁。工程
完工后，它将成为崇明南北向的重要

交通轴线，也是崇明新城、建设镇对
外辐射的重要通道，具有增加崇明北
部集散能力，便捷沟通新城及花博园

区、东平国家森林公园的作用，可
谓“直通”花博。届时，整个工程也
将是崇明生态景观的又一个亮点。

向化镇有 1154 条、总长 635 公里
的河道，其中村级河道占 1116 条、539
公里。面对这些数量众多的“毛细血
管”，要做到管好护好，仅仅依靠政府
显然不实际。为此，向化镇充分发挥
村民自治作用，以民间河长引导带动
广大群众共同参与爱河护河。

民间河长有哪些职责，如何引导
群众？向化镇水务所相关负责人韩长
柏告诉记者，民间河长首先要当好巡

查员，对河道进行巡查，监督周边企业
商铺做到不违规排放；发现河面漂浮
物、河岸垃圾、乱搭建等问题，要及时
向镇有关部门反映。“民间河长还是示
范员、宣传员、联络员。”韩长柏说，民
间河长要带头做好表率，同时，向群众
介绍政府治水措施与项目，引导全社
会参与河湖保护。

“更重要的是要当好参谋员。”韩
长柏说，民间河长平时在一线，最了解
实际情况，最清楚老百姓的诉求，能为
治水提供合理可行、切合民意的建议。

向化镇向化村 84 号河的整治，就
是民间河长与村民自治的一个典型案
例。84 号河长 400 米宽 5 米，整治前，
水流不通、岸坡塌方、河道淤浅严重，
水质为劣 V类。周边村民对此很有意

见。黄国平是该村的一个生产队长，
也是一位民间河长。在镇一级、二级
河长实地调研 84 号河时，他带来了村
民的意见建议，并参与制定了整治方
案，同时表达了村民们“要自己干”的
心声。经研究，镇里把 84 号河的整治
工作交给了村民。

于是，黄国平带着近 20 个村民下
河清除淤泥，修坡、种护坡植物。“我们
还是小伙子的时候，这些活儿都干
过。”黄国平说，以前农村修水利开沟
河，农民都亲身参与过，眼看家门口这
条民沟越来越浅甚至发黑，便下决心
还它本来面目。不到一周，84 号河的
面貌已有了改变。之后，按照村民自
治方案，84 号河的日常养护职责，也
交到了村民手中。

村民自治养护要做些什么？简单
来说，要做到河旁无违法搭建，河坡无
乱种植无垃圾堆物，河内无垃圾无淤
浅，无乱排污水。此外，向化镇还建立
了“向化清清护河”总队、“巾帼护河
队”、护河小分队等多支志愿者队伍，
目前已有 200 多人加入；今年，还要进
一步壮大民间河长队伍，计划从 140
人扩充至 600人。

有了民间河长、村民自治和志愿
者队伍，1116 条村级河道的日常管理
养护有了实实在在的着落。向化镇在
此基础上，实行每月“最差河道整改”
的倒逼机制。即每月 10 日，每个村向
河长办上报本村最差 10 条村级河道，
并查找问题进行整改，使每一条河道
都有人问有人管有人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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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明大米又有闪亮新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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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区已成功注册7个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为全市第一

自己动手爱河护河
向化镇充分发挥民间河长及村民自治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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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考恢复可预约
全程防护须做好

4个80后，服务全村人

本报讯 崇明大米又有了闪亮“新
名片”。近日，记者从区农业农村委了
解到，“崇明大米”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申请成功，正式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
的批准证书，这也是本区成功注册的
第 7 个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至此，崇
明的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数量和种
类均为全市第一。

地理标志商标用于标示某产品来
源于某地区，它不仅指向特定的特色

产品，而且还代表着出产地特殊的自
然环境、水土气候、文化传统和生产方
式等内涵，一个产品每个区域只能申
请一个，含金量很高。

通过申请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可
在本地和全国同行范围内形成差异
化，增加竞争力；可有效保护优质特色
产品和促进特色行业的发展，此外在
法律上也拥有维权、追损的民事诉讼
权利。而一般的商标没有产地范围限
制，因此，与申请一般商标相比，“地
名+品名”是地理标志的核心内容。

大米作为崇明特色农产品之一，种
植历史悠久。早在唐武德年间，第一批
崇明先民便涉水而来，带来了稻种和成
熟的种植技术，水稻渐渐发展为崇明种
植最为广泛的粮食作物。2019年，崇明
水稻种植面积已达 26.95万亩，总产量
约15.66万吨。

不仅如此，崇明四面环水的独特
自然条件为生产出零污染、零残留的
生态大米提供了保障。近年来，崇明
进一步深入挖掘大米品牌价值，全力
整合推出农产品区域公共品牌——

“崇明大米”，并不断完善种植技术，在
2018 年探索并推出“无化学肥料、无
化学农药”的高品质“两无化”大米。
此次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获注，将对
崇明大米区域品牌提升、产品质量改
善、市场秩序规范等起到重要推动作
用。后续，区农业农村委将根据地理
标志证明商标管理规定，在“崇明大
米”区域公共品牌产品外包装上注明
地理标志并加贴防伪标识，为每一粒
崇明大米“验明正身”，方便市民选购
到称心如意的优质农产品。

□ 记者 姚红梅

□ 记者 咸明

新桥合龙“直通”花博

本报讯 作为今年上海即将新开的
27家购物中心之一，崇明百联万达广场
项目备受市民关注。日前，记者进行了
实地走访，了解到该项目推进顺利，力
争年底开业。

走进施工现场，只见环形结构的
商圈建筑已初步呈现。记者了解到，
崇明百联万达广场是万达集团在上海
布局的第 11个万达广场，总面积 23万
平方米，其中商业面积 14 万平方米，
拥有 1500 个停车位，由地下一层和地
上四层组成。目前，该项目商业规划
布局已经出炉，将建设齐全的配套设
施，入驻时尚的品牌组合，打造一流的
购物环境。

上海崇明万达广场商业管理有限
公司总经理徐波向记者介绍了楼层
规划：地下一层主要是大型超市，以及
当地特色小吃；地上一层以黄金珠宝
以及服装、服饰、数码用品为主；地上
二层主要是儿童培训、儿童用品、儿童
乐园以及运动服装服饰等；地上三层
以美食为主，有各色中餐、外国料理
等。此外，地上三层还有万达影城、
IMAX 厅。地上四层则布局生活体验
空间，包括酒店、婚庆等。

据悉，崇明百联万达广场将在 5
月底竣工交付，通过优化招商吸引更
多优质商户入驻，形成全面的业态品
牌组合，打造崇明一站式购物体验中
心、社交中心、休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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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做好疫情防控
到帮农户卖芋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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