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4月7日
星期三

农历辛丑年二月廿六

第 2130 期
本期 8 版

每 逢 周 三 、六 出 版

准印证号（B）0190

投稿：cmbnews@126.com

www.shcm.gov.cn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新闻热线：59611595

“十四五”
重大项目有序推进
□ 茅冠隽
本报讯 4 月 2 日中午，崇明区“蝶
变‘十四五’，建设新崇明”2021 乡镇
委局系列访谈举行第二期，崇明区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张立
新来到崇明区融媒体中心直播间，就
轨交、高铁等网友关心的问题作了集
中解答。
网友们最关心的莫过于崇明的交
通问题。谈到轨交崇明线时，张立新

说，
目前轨交崇明线一期工程（浦东到
长兴段）已于 3 月 29 日正式进入施工
阶段，当天由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
承建的盾构转换井（长兴岛南井）正式
开工。轨交崇明线二期工程（长兴到
崇明段）工可争取年内获批，
和一期并
行建设。一期、二期虽分期施工，
但将
同步投入运营。
“至于北沿江高铁，目
前国铁集团已上报工程项目可行性研
究报告至国家发改委，年内争取完成
工可批复，
争取今年底全线开工。
”
张立新透露，
“十四五”
期间，
崇明
将有不少重大项目推进建设，涵盖生
态环境、社会民生、交通能源、新基建、
产业发展等多个领域。比如生态环境
方面，将启动高品质饮用水试验示范

区、开放式林地等项目建设。社会民
生方面，将新建上海市实验学校东滩
高级中学，推动崇明区第三人民医院
转型为以康复为特色的中西医结合医
院等。新能源方面，崇明将建普通光
伏电站（集中式光伏）项目，如绿华镇
华电 44 兆瓦“渔光互补”光伏示范项
目，
还将建自发自用、余电上网工商业
分布式光伏项目，如上海华润大东船
务工程有限公司 9.98 兆瓦分布式光伏
发电项目等。新基建和产业发展方
面，将推动国家数字农业创新中心等
平台落地，推进上海船研所国家实验
室、崇明 5G 生态创新创业园等建设。
在碳达峰、碳中和方面，
崇明将发
挥自身生态环境优势，
勇担重任、先行

先试。3 月 18 日，上海市生态环境局
与崇明区政府签署共建世界级生态
岛碳中和示范区合作框架协议。张
立新说，崇明三岛将共同推进碳中和
目标，努力探索将崇明岛、长兴岛、横
沙岛分别打造成高水平的碳中和岛、
低碳岛、零碳岛，把崇明区建设成为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低碳中和的示
范区。
“值得一提的是横沙岛，我们将
通过研究开发光伏发电、配套储能等
可再生能源项目，实现横沙岛自发自
用、全岛平衡、余电上网的绿电局面，
助力横沙岛打造成为零碳岛。
”
张立新说，自 2010 年市政府发布
《崇 明 生 态 岛 建 设 纲 要（2010—2020
年）》起，
（下转 6 版）

“素面朝天”
大有玄机——

花博园世纪馆
“破茧成蝶”
□ 记者 施昊豪

本 报 讯 近日，第十届中国花卉
博览会的世纪馆土建工程基本完成，
其“大蝴蝶”的翅膀上已覆盖一层土
壤，
下阶段，
世纪馆屋顶上将陆续种植
花卉，
“彩蝶扑牡丹”的美丽画卷正徐
徐展开。这几天，工人们正在安装传
输带，届时几十万株鲜花将被输送至
屋顶，铺满“大蝴蝶”双翼。世纪馆建
成后，游客可登上 15 米高的花坡屋顶
观赏花博园美景。
据悉，
世纪馆为覆土型花坡建筑，
形如一只五彩斑斓的蝴蝶，作为花博
明区烈士纪念馆都比往日繁忙一些，
如今，
儿时父亲的教诲犹在耳畔， 锋纪念馆等多个红色文化阵地。
一场场肃穆庄严的纪念活动在此举
朱宏兵对下一代的教诲也将继续传承，
清明节期间，
学校师生、普通市民 园最重要的建筑之一，它演绎了自然
行。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志愿者、 悉心擦拭着镌刻在烈士英名墙上父亲
自发组织前往竖新镇，在上海市爱国 生态与建筑的完美结合。馆南向屋面
烈士家属代表及退役军人代表前来参
的姓名，
朱宏兵的目光深沉而坚定。
主义教育基地——竖河大烧杀遗址暨 以花卉、绿植、采光庭院等构成“蝶恋
造型。
加祭英烈活动。在庄严肃穆的乐曲声
像朱永德这样的烈士档案，馆内
侵华日军竖河大烧杀遇难同胞纪念 花”
□ 记者 徐晨 蒋晓燕
中，参加悼念活动的全体人员瞻仰烈
共保存着 435 份，他们都是崇明各个
馆，
聆听崇明抗战史诗，
缅怀先烈英雄
步入世纪馆，其整体建筑呈现出
士纪念碑，向烈士默哀、行三鞠躬礼， 时期牺牲的烈士，而烈士馆也一直是
事迹；在竖新镇椿南村的施家河沿地 一抹清亮、朴素的灰色。这样的“素面
今年清明期间，本区各单位、乡
并献上花圈。
本区开展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
下党斗争史展览馆，感受先烈们在苦 朝天”其实大有玄机——世纪馆屋面
镇、社会组织以及广大市民纷纷发起
人群中，今年 62 岁的朱宏兵是烈
重要阵地。
难中铸就辉煌，
在挫折中重新奋起，
在 板采用清水混凝土施工工艺。
“一般的
了以“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 士朱永德的儿子。
“父亲人不高，白白
绝境中浴火重生的不屈精神和强大力 混凝土浇筑完成后，
需要粉刷涂料，
而
爱上红色文化之乡
胖胖的”，
这就是朱宏兵记忆中对父亲
量；在竖新镇堡西村的“海界宅”事件 清水混凝土还原了材料自然质感，体
为主题的祭扫活动和党史学习教育
活动。
形象的全部印象。朱永德烈士生前隶
纪念馆里，参观学习中共崇明县委的 现一种‘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
属于海军南海舰队，1965 年，年仅 24
近年来，以红色文化为特色的竖
历史沿革，
回望历史，
切身感受革命先 独特美感。
”
光明集团现场负责人黄深
永不忘却的 435 份烈士档案 岁的朱永德在一场海战中光荣牺牲， 新镇，以“红色文化之乡”为目标，深挖 驱们胸怀人民、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 告诉记者，清水混凝土也是名副其实
那时朱宏兵只有 6 岁。后来受父亲影
本土红色文化。拥有竖河镇大烧杀遗
在上海雷锋纪念馆，感受雷锋无私奉 的绿色混凝土，
不需要装饰，
舍去了涂
每年清明时节，位于新河镇的崇
响，
朱宏兵也成了一名军人。
址、施家河沿地下党斗争史展览馆、雷
献、毫不利己的伟大人格，
（下转 6 版） 料；
而且一次成型，
减少了大量建筑垃
圾，
有利于环境保护。
记者了解到，清水混凝土需一次
成型，
没有浇筑后的装饰工作，
因此对
工程技术要求很高。此外，世纪馆具
有覆土型花坡的建筑结构，混凝土既
要厚薄得当，还要保证承重能力。整
个屋面为连续混凝土薄壳结构并且采
用了新型预应力混凝土技术，难度之
高、体量之大名列行业前茅。为保护
清水混凝土表面，最近工人们正在涂
□ 记者 朱怡婷
刷永凝液。崇明气候潮湿多雨，永凝
液可以很好地阻隔水汽进入，极大地
侯家镇河原本是一条问题河，
“河
提高清水混凝土表面的耐污染性，使
道狭小、淤浅严重、引排不畅”是附近
清水混凝土长久保持其洁净的原貌。
居民们对它的评价。随着河道整治项
世纪馆屋面为双曲面造型，标高
控制难度大，各个位置的高度都各不
目的启动，
侯家镇河水体变清了，
绿化
相同。为此，施工方前后共完成 5 万
带建起来了，
防汛通道也完善了，
小河
多个不同的标高测绘，以完成大蝴蝶
道有了大变化。
近年来，
“ 变美”的不止侯家镇河
翅膀的混凝土浇筑。施工方曾多次召
开专题技术会议，与相关专家进行商
这一条。崇明水系“一环二十八纵”，
讨，克服了 30 万米预应力钢绞线埋
其中市级河道 2 条，区级河道 28 条，镇
入、4800 多吨高支模钢管搭设、后浇
管河道 705 条，村级河道 15165 条。
“十
带 提 前 封 闭 等 施 工 难 题 ，最 终 完 成
三五”期间，崇明共整治骨干河道（市
施工。
级、区级河道）66 公里，实施镇管河道
生态治理 315 公里；打通全区 900 余条
段断头河；完成中小河道轮疏 8000 余
条，基本消除劣Ⅴ类水体，全区 93.8%
——2 版·要闻
镇 管 以 上 河 道 的 水 质 达 到 IV 类 及
▲ 河道整治效果图
以上。
“村级河道数量众多，纵横交错， 担任民间河长两年多的时间里，他每
整改餐馆污水排放问题，使污染从源
“十四五”
期间，
崇明将在镇管、村
这个老党员
分布范围广，
治理起来并不容易，
河长
天都会坚持在河边走一走，村民们都
头得到了解决。
级河道综合整治的基础上，
打造“升级
陪周总理打过靶
们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
记者从区河长
笑称他为“找茬”河长。有一次巡河
随后，范宜国和村委马上又安排
版”水环境治理，主要围绕乡村振兴、
办了解到，自 2017 年河长制工作开展
时，范宜国注意到水面漂浮着成串泡
专业人员对该处河道进行换水处理， 人居环境改善等重点工作，推进生态
以来，各乡镇民间河长及爱水护河志
沫，
待走到水桥上仔细观察后，
发现泡
使河水重新恢复清澈。
“ 村里喜欢垂
清洁小流域建设。所谓生态清洁小流
——3 版·综合
愿者们都积极推动形成河长护河、全
泡许久不退。从小在河边长大的他断
钓的老人们都说，水质变好了，鱼儿
域，
是指在传统河道综合治理基础上，
民自治的水环境治理格局，主动承担
定这是偷排漏排造成的水体污染，后
比以前多了，他们都充分认识到了加
将水资源保护、面源污染防治、农村垃
责任、落实工作，
为村级河道治理工作
经核实，是附近某餐馆餐厨污水直排
强水环境治理的重要意义，这也为我
圾、污水处理等结合到一起的一种新
千米紫藤长廊
贡献力量。
导致。排摸清楚原因后，范宜国协同
每天巡河增添了很大的动力。”范宜
型综合治理模式，集中连片地打造城
范宜国是竖新镇跃进村的河长， 村委和镇市场管理所进行处理，即时
国说。
市河流生态空间，
（下转 6 版） 美景值得期待

沿先烈足迹 承革命薪火

让河更清岸更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