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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明文创产品
亮相长三角文博会

□ 记者 沈俊

全国劳模管仕忠
赴京受表彰

宋兆炜：我为新人写婚书
□ 记者 姚红梅

有力有序有效
治理塑料污染

□ 见习记者 盛赛丹 摄影报道

□ 记者 范立

政策利好叠加，最高补贴超千万元

立足检察职能 坚决打击新型犯罪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
匹配同称。”红色的纸张，黑色的墨迹，
一纸婚书寄托了新人对婚姻的美好期
许。这张婚书出自宋兆炜之手。两个
多月前，宋兆炜开始为新人写婚书，至
今已为近二十对新人书写了婚书词。

“起初写婚书是受朋友所托，为他
们送上新婚祝福。后来觉得这也是一
种文化传承，自己又喜欢，就想把它做
下去。”宋兆炜告诉记者，目前，她书写
的婚书词以民国时期的结婚证词为主
要格式，可以书写在卷轴上，也可以书
写在大小不同的纸张上，然后进行装
裱。法律意义上的婚书最早出现在唐
代，分正书和别纸，分别记录男女双方
的真实情况。婚书到明清之后就简化
许多，上面写有新人的生辰八字、聘
礼，以及行礼的吉日吉时等。辛亥革
命以后，便有了如今结婚证书的雏形，
也就是宋兆炜现在所书写的形式。

近期，宋兆炜正探索创作定制版
婚书词，在婚书中融入天干地支纪年
法、新人的生辰八字、家族关系等内

容，让每份婚书变得独一无二。“古代
婚书相当于现代的结婚证，但它的形
式、用词多了一份柔情和浪漫。”宋兆
炜说，“希望我写的婚书能带给新人一
份仪式感和责任感。”

一对收到婚书的新人表示，婚书
充满了传统文化的气息，给他们的婚
礼带来了满满的仪式感和庄重感。“现
在，一看到婚书就能想起婚礼上的美
好与承诺，值得长久留念。”

“连续三年每年补贴 200 万元”
“每个新增床位一次性奖励投资方 1
万元”……前不久，崇明出台《关于
促进崇明文化旅游业发展的扶持奖
励办法》（以下简称《奖励办法》）和

《关于促进花博会住宿及餐饮设施
建设扶持办法》（以下简称《扶持办
法》），进一步促进崇明文化旅游业
发展，为花博会举办提供有力支撑。

《奖励办法》重点扶持高品质文
旅项目，聚焦重点领域。其中，旅游
住宿类扶持项目围绕中高端宾馆饭
店、中高端民宿、中高端房车营地等
3大类，提出了具体办法。

针对中高端宾馆饭店、度假酒
店类，《奖励办法》提到，依据其星级
划分与评定标准，奖励符合相关标
准的酒店、饭店、宾馆、度假村等，其
中，对于新建挂牌五星或达到五星
级标准的大型豪华酒店等，在开业
后经年度评审给予连续三年每年市
场培育补贴 200 万元。对于超五星
级标准或者客房数超过 300 个以上
的大型宾馆酒店，在以上补贴的基
础上，再增加 50％的补贴标准。

此外，对于新建被评定为五星

级精品民宿、四星级精品民宿、三星级
精品民宿的，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最
高 30 万元。对经区文化旅游局认定
的新建并投入运营的五星级房车营
地、四星级房车营地，经年度评审分别
给予连续三年每年市场运营补贴 20
万元、10 万元。《奖励办法》还明确，被
新评定为国家 5A级、4A级、3A级旅游
景区的，经年度评审分别给予连续三
年每年市场培育补贴 200万元、100万
元、50万元。

同时，《奖励办法》还推出了一系
列有针对性的扶持措施，支持旅游公
共服务类项目建设与发展，扶持补贴
特色文化场馆、文创工坊和文创产品、
影视拍摄、智慧旅游等文化和文创类
项目；鼓励举办文旅节庆赛事活动，并
根据活动规模、市场影响力等，给予相
应补贴。

“近年来，崇明依托生态优势，着
力打造生态旅游之岛。这一系列政
策‘组合拳’，就是凝聚政企合力，齐
心协力，加快推动崇明文化旅游产业
全面转型升级，促进文化旅游业更快
更好发展。”区文化旅游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

2021 年中国花博会花落崇明，根
据计划，生态旅游方面，崇明将培育一

批开心农场、崇明生态民宿、花博人
家，满足游客多层次需求。“在《奖励办
法》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加大对住宿
及餐饮设施的扶持力度，切实激发市
场主体积极性。”区文化旅游局相关负
责人说，《扶持办法》的出台，将以满足
花博会住宿及餐饮实际需求为导向，
对新建扩建宾馆酒店项目、开心农场
和生态民宿、花博人家等住宿餐饮设
施建设，进行扶持奖励。

据悉，对在花博会前投用的新建
扩建宾馆酒店类项目，按每个新增床
位一次性奖励投资方 1 万元。经区文
化旅游局备案的民宿项目，按每个新
增床位一次性奖励投资方 0.5 万元。
另外，对于临时住宿设施项目、经改造
的花博住宿设施以及大型团队餐饮
点，经区文化旅游局认定后，给予一次
性相应补贴。

“政策利好叠加。”区文化旅游局
相关负责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以一
家超过 300 个房间的新建五星级酒店
为 例 ，3 年 可 得 奖 励 补 贴 900 万 元

（200×3+200×3×50%），加上新增床
位补贴 500万元（按市场规律 500个床
位计算），该家酒店最高可得 1400 万
元扶持补贴。

如何进行申报？记者了解到，申

报主体可登录“崇明旅游”微信公众
号政策扶持专栏，进行网上申报或
直接向区文化旅游局申报。《奖励办
法》申报时间为每年 1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每年 1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的新增项目次年申报。《扶持办
法》申报分两次：2020 年 12 月 31 日
前和 2021年 4月 30日前。

听 说 花 博 住 宿 纳 入《扶 持 办
法》，港西镇民宿业主王先生非常
高兴，“这对大伙儿来说是一件大
好事啊。”

今年 3 月，王先生将自家闲置
房屋进行了升级改造。翻新后，农
房焕然一新，有 3 间客房，每间房
床位、家具、卫生等配套设施一应
俱全。雅致的小院干净整洁，各色
鲜花错落有致地装点在院内的草
地上、墙角处，古朴典雅。“崇明有
优越的生态环境，很多游客就是冲
着这个来的。”王先生告诉记者，民
宿试运营以来，不少市区朋友慕名
而来，在节假日客房常常爆满，“明
年，花博会即将在崇明举办，大伙
儿的干劲更足了，不少百姓相继开
办起花博人家、生态民宿，日子越
来越有奔头。”

“这么好的奖励扶持政策，让我
们对经营住宿更有信心了。”王先生
说，他计划申请扶持补贴，进一步优
化住宿环境。

本报讯 全区范围内禁止生产和
销售厚度小于 0.025 毫米的超薄塑料
购物袋；餐饮行业不得主动向消费
者提供一次性餐具；全区旅馆经营
单位不得主动提供客房一次性日用
品……11 月 18 日上午，崇明区塑料
污染治理工作推进会在区会议中心
召开。

会议指出，崇明将有序禁止、限制
部分塑料制品的生产、销售和使用。
按照 2020 年、2021 年、2023 年三个时
间段，分步骤、分领域，积极稳妥推进
塑料污染治理整体工作。

到 2020 年年底，在餐饮、宾馆、
酒店、邮政快递等重点领域禁止和限
制部分塑料制品的生产、销售和使
用，全面实现塑料废弃物零填埋；到
2021 年，全区一次性塑料制品消费量
明 显 减 少 ，替 代 产 品 有 效 推 广 ；到
2023 年，全区塑料制品生产、流通、
消费和回收处置等环节的管理制度
基本建立。

区委常委、副区长郑益川出席会
议并讲话。

本报讯 11 月 19 日下午，崇明区
2020 年全国劳动模范赴京欢送会在
竖新镇仙桥村村委会举行。区委副书
记李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建英，
副区长黄晓霞，向即将赴京受表彰的
管仕忠赠送鲜花，并热烈祝贺他获评
全国劳动模范。

管仕忠现任竖新镇仙桥村党支
部书记。三十多年来，在他的带领
下，仙桥村从一个小村庄，如今成为
市级美丽乡村示范村，入围上海市

“我最喜爱的乡村”。他先后荣获上
海市劳模、崇明区道德模范、最美崇
明人等称号。

欢送会介绍了全国劳模评选产
生过程、管仕忠赴京参加表彰相关
安排以及管仕忠主要工作及相关情
况。李峻表示，此次管仕忠受到表
彰，不仅是个人的荣誉，也是崇明的
光荣。他对管仕忠多年默默扎根基
层，甘愿奉献的精神表示崇高敬意
和肯定，希望大家以他为学习榜样，
努力工作，为家乡建设作出更大的
贡献。

本报讯 11 月 19 日下午，区人民
检察院举行开设赌场案件办理及典型
案例新闻发布会，通报区人民检察院
2018 年以来开设赌场案件办理相关
工作情况及 2起开设赌场典型案例。

据介绍，2018 年 1 月至 2020 年 10
月，区人民检察院共受理开设赌场类
案件提请批准逮捕 53件 81人，批准逮
捕 50 件 76 人，受理移送审查起诉 57
件 95 人，提起公诉 53 件 91 人。基于
犯罪实施手段不同，这些案件呈现由
线下实体赌场逐渐转变为线上网络赌

场的趋势。2018 年，利用网络实施犯
罪的案件占比 43.48%，到 2020 年 10
月，上升至 70.59%。

开设赌场罪，是 2006 年 6 月 29 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修正案（六）》第十八条增设
的罪名。近年来，随着司法机关对实
体赌场的打击力度不断加大，线下开
设赌场犯罪已大幅减少。而互联网的
迅速发展、智能手机的广泛普及，也让
越来越多不法分子盯上了网络赌博这
一领域。

发布会指出，相较于传统的实体
赌场形式，开设线上赌场的犯罪方式

呈现隐蔽性更强、规模更大、金额更
高、取证固证困难等特点。此外，赌博
类案件也容易引发高利贷、非法拘禁、
强迫交易、诈骗等其他犯罪行为或违
法现象。

据了解，区人民检察院在办理开
设赌场类案件中，不断强化同公安机
关的沟通协作，共同铸造打击开设赌
场犯罪的刑事利剑。同时，针对各种
新类型的开设赌场案件，给予准确定
性、精准打击。另一方面，坚持宽严相
济的刑事政策，重点打击赌场的出资
人、经营者；对于涉嫌黑恶势力开设赌
场犯罪，通过提前介入侦查、适时介入

侦查等方式，积极引导侦查机关精准
打击涉黑组织涉恶团伙。同时，对于
自愿认罪并愿意接受刑事处罚的犯罪
嫌疑人，依法对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
制度。2020 年 1 月至 10 月，该类案件
中，审查起诉阶段的认罪认罚适用率
上升至 81.82%。

区人民检察院相关负责人表示，
在今后的工作中，该院将立足检察职
能，积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变化、新
形势、新问题，进一步聚焦新类型犯
罪，不断提升打击的精准度和有效性，
同时积极融入社会治理，为构建平安
崇明贡献更为坚实的检察力量。

崇明区塑料污染治理
工作推进会召开

重点扶持高品质项目

最高补贴超千万元
“是一件大好事”

本报讯 11 月 19 日，第三届长三
角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在上海国家会
展中心举行。崇明区文创办作为崇明
区参展主办方，以“打造世界级生态
岛”为主题，精心设计布置展区。文博
会期间，蕴含崇明非遗、花博等元素的
一系列文创产品全面亮相，吸引不少
游客驻足观赏。

走进国家会展中心的 7.2 号馆，
210 平方米的崇明展区映入眼帘。整
个展区围绕“生态”理念，被设计成树
干形态。展台以大树枝干结构为核
心，三面开口，吸纳观众、实现分流。
展区被分为功能各异的四个区域，包
括花博会长廊、展示售卖区、互动体验
区、商务洽谈区。

本次展会，崇明区重点打造花博
文化长廊，通过立体的知识区块展现
花博园总体空间布局、主要场馆效果
图、会花、会徽、吉祥物等内容，嵌入式
展示花博特许商品，展现多元的品牌
文化链，让大家提前感受“花开中国
梦”的盛况。

而在花博长廊的不远处，展示售
卖区的一组雕花板吸引了记者的目
光。两块木板上，雕刻的花朵静静盛
放，它们诞生于百年前，如今被崇明江
南三民文化村收藏、展出，题名“花开
中国梦”，与 2021 年第十届中国花博
会相呼应。

除了雕花板，崇明土布非遗系列
文创产品也是此次崇明展区的亮点。
木棉花开手工社、布布瀛文创工作室
两家参展工作室致力于将崇明土布与
时代特色创新融合，激活文化遗产的
商业价值，以喜闻乐见的方式让更多
人关注崇明文化。文博会首日，布布
瀛工作室还与相关企业初步达成合作
意向，这也为推动区域文化创意产业
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助力崇明世界
级生态岛建设。

据了解，此次文博会将持续至 11
月 22 日。感兴趣的市民可以预约前
往观展，实地感受崇明的传统文化和
生态气息。

□ 见习记者 刘黎明

崇明区2020年全国劳动
模范赴京欢送会举行

区人民检察院举行开设赌场案件办理及典型案例新闻发布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