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当前，上海进入主汛期，受
梅雨天气影响，崇明连日来持续普降大
到暴雨，给群众的生产生活造成了一定
影响。7月 6日至 7日，区委、区政府主
要领导心系群众安危，多次深入三岛防
汛一线，实地检查指导防汛工作。

7月 6日上午，区委书记李政来到
城桥镇江山新村，涉水到重度积水点
察看情况，现场研究解决方案。李政
指出，今年防汛抗洪形势严峻，要坚持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面贯彻落实十
一届市委九次全会精神，认真践行“人
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
理念，切实将人民城市建设的工作要
求转化为纾解民生痛点、回应群众关
切、增进群众福祉的务实行动，加快补
短板、强弱项，彻底消除城区内涝隐
患。随后，李政来到西门泵站，检查极
端天气下确保泵站正常运行、高效排
水相关措施，要求落实泵站保障机制，
确保防汛工作万无一失。

在区防汛指挥部，李政通过新上
线的崇明区防汛智能平台，详细了解
全区各监测点雨情水情，现场指导险
情处置工作。李政强调，要紧扣本区
防汛防台需求，建立健全统一指挥、功
能完善、反应灵敏、协调有序、运转高
效的应急机制，全面提升本区防汛防
台智慧化水平，更好保障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

7 月 7 日，李政来到长兴镇，察看
上海中远海运重工有限公司专用海塘
防汛准备工作。李政认真听取长兴基
地堤防达标加固工程等情况的汇报，
并现场巡视。该堤防达标加固工程

（二期）总长 3800多米，同步加高 17座
防汛闸门，工程防洪标准为 200 年一
遇高潮位和 12 级风下限，

本报讯 7 月 6 日，云南省临沧市
委书记杨浩东率领党政代表团来崇考
察。区委书记李政陪同考察并出席见
面会。

见面会上，杨浩东介绍了临沧经济
社会发展及脱贫攻坚相关情况，感谢崇

明长期以来对临沧各项事业的关心支
持。他说，近年来，临沧主动服务和融
入国家发展战略，经济社会发展各项指
标增速排名全省前列，脱贫攻坚取得决
定性胜利。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崇
明的倾情帮扶和大力支持。2017年以
来，崇明始终把对口帮扶临沧作为重要
政治责任，为临沧决胜脱贫攻坚、实现
整市高质量脱贫注入了强大动力。希
望双方立足新形势、新起点，不断深化
拓宽合作领域，持续巩固合作成果，携
手再创沪滇协作的典范。

李政对临沧市党政代表团的到来

表示热烈欢迎，对临沧市 8 县（区）全
部脱贫摘帽表示诚挚祝贺。他指出，
崇明高度重视支持临沧经济社会加快
发展，十分珍视与临沧各族人民结下
的深厚情谊，将继续全面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
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对标对表
党中央和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和
工作要求，大力加强今年各项帮扶工
作，精准对接临沧脱贫需求，持续加大
就业、产业、教育、项目等扶贫力度，层
层压实责任，级级传导压力，以更大决
心、更强力度推进脱贫攻坚，确保高质

量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当天上午，杨浩东、李政共同为源

味临沧——云南临沧特色产品崇明体
验中心揭牌。临沧、崇明双方还签订
了“临品入崇”框架协议。

在崇期间，临沧市党政代表团赴港
西镇北双村、第十届中国花博会园区、
崇明智慧生态花卉园、上海振华重工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长兴基地、江南造
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进行考察。

临沧市副市长赵子杰、赵贵祥，崇
明区委副书记李峻、副区长黄晓霞参加
相关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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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乔院：8年花园养成记

云南省临沧市党政代表团来崇考察

□ 记者 许聪

□ 记者 季佳倩 摄影 周天舒

本报讯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和雨
情不断、气温攀升的情况下，本区高
考服务保障工作做得如何？

7 月 6 日，区委副书记、区长缪京
检查本区 2020 年普通高考备考相关

工作，强调要抓实抓细各项工作措施，
全力以赴做好高考后勤保障服务。

缪京一行先后前往扬子中学考
点、区教育考试中心，实地察看防疫
防暑、考点布置、服务保障和应急处
置等情况。

缪京指出，今年高考不同往常，

面临疫情防控、延期考试、防汛防雷
等多重考验，社会关注度高、相关工
作难度大，全区各相关部门要切实增
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坚持细而又细、
实而又实、严而又严抓好各项工作。
考场布置、体温检测、应急处置、交通
保障、食品安全等要确保万无一失，

努力为莘莘学子营造良好的考试环
境，提供优质的高考服务，让社会、考
生和家长满意、放心。

据悉，今年本区有 1265 名考生参
加高考，设崇明中学、扬子中学、民本
中学 3 个考场。

副区长王菁参加检查。

□ 记者 张永昌

全力做好高考服务保障工作

本报讯 在全区上下掀起“四史”
学习教育热潮之际，日前，“走向我们
的小康生活”崇明区短视频、征文、摄
影大赛全面启动。

此次活动由区委宣传部主办，区
融媒体中心承办。征集作品分为文
章、照片、短视频三大类。市民可围绕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主题，以自己
的亲身经历、所见所闻为切入点，通过
不同作品展现小康社会建设以来，崇
明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世界级生态岛
建设成果、文明城市形象、旅游文化发
展、百姓精神风貌等内容，展现崇明人
民的“中国梦”及幸福生活。

此次大赛活动时间为7月至10月，
选手可以个人或团队形式参赛。参赛
作品可登录上海崇明app上传，也可发
送至比赛公共邮箱（CMTVxiaokang@
163.com）。活动将以专家评审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评选。

高考开考，“后浪”加油！

本报讯 7 月 7 日，2020 年上海
市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文化考试
开考。早上 8 点不到，扬子中学考
点门口已经来了不少考生和送考家
长。在工作人员指引下，考生们有
条不紊地保持着相互间一米的距
离，排队进入考场。

虽然进入考点时都戴着口罩，
但考生们飞扬的神采，还是从眉梢
上显露出来。

考点外，送考教师和家长用尽

心思，为孩子们加油鼓劲。一名班主
任告诉记者，今年是她最后一年带高
三，因此她穿上了寓意“红红火火”的
服饰，既是为孩子们加油鼓劲，对自己
来说也是一个纪念。

人群中，崇明中学的送考老师团
队，身着旗袍、高举“加油牌”送考，“这
已经不是第一次送考了，但每次都会
忍不住激动。希望孩子们以梦为马，
不负韶华。”

“抱一下，别紧张，正常发挥。”考
生进考场前，一名送考家长给孩子一
个大大的拥抱，随后目送她迎接高中

的最后一场“战斗”。
为保障考生顺利参加高考，本

区各考点在防疫、防暑、防汛“三防”
上做足了准备，各方以高标准落实
疫情防控举措。记者注意到，准备
好证件的考生入校后，经过栏杆围
起的排队区域，依次进入校内的蓝
色测温棚进行测温。

考点现场设置了专用防疫特殊
通道，并增加了防疫提示。考生需
提前签署《考生考试安全承诺书》，
进出考点考场须佩戴口罩，并接受
防疫安全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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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崇明办喜事
用手机就能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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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朱卓君

进入绿肥红瘦的盛夏时节，乔院
内依然有各色花卉竞相开放。正是这
样一处花园，从两百多家花园中脱颖
而出，夺得了近日港沿镇举办的家庭
园艺大赛金奖。

蔡添航，年仅 25 岁的崇明本地创
业者。2018 年大学毕业后，他返乡创
立“喜点通”。这位小伙的目标是：打
造乡村喜事一站式服务平台。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短视频征文摄影赛启动

□ 记者 许聪 张永昌

邀请大家一起
“亮出”幸福生活

▲ 考场外，老师家长组成的加油团

小雨

区
领
导
实
地
检
查
指
导
防
汛
工
作

（下转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