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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进驻
江苏期间，苏州市协调联络组转
办吴中区环境信访件，反映该区
郭巷街道戈湾社区吴淞江戈湾段
北吴淞江处，从三年前开始有大
量来自上海的化工固废倾倒，并
用渣土掩埋；苏嘉杭高速白洋湖
服务区东侧、白洋湖大坝南侧填
埋大量工业固废、建筑垃圾和生
活垃圾。

经查，反映情况部分属实。
三年多前，郭巷街道发现有不法
分子通过船运方式将来自上海
的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偷倒至戈
湾社区吴淞江沿岸，立刻会同有
关部门采取措施制止倾倒继续
发生。事后，郭巷街道委托苏州
市环境科学研究所编制垃圾清
运方案并对现场采样调查，经开
挖检测结果显示，该处垃圾堆主
要是建筑垃圾，混合有少量生活
垃圾，未发现有危险废弃物，经
对周边河道水质监测，未对水体
造成直接影响，2015 年底形成
了《吴中区郭巷垃圾堆放场所清
运方案》初稿。

通过对清运方案多次论证比
选和修改，街道最终确定了苏州
科技大学编制的《苏州吴中区郭
巷垃圾堆场项目综合治理方案》，

2018 年 5 月 确 定 了 工 程 中 标 单
位。施工单位将分离出的生活垃圾
经压实后运至七子山垃圾填埋场进
行处置，建筑垃圾和土壤原地处置
后回填。在清运期间全面实施抑
味、防尘、防渗漏等措施，按要求设
置废水预处理设施，对施工过程收
集的废水进行预处理，满足污水厂
接管标准后转运至河东污水处理厂
处理，最终达标排放。对周围空气
进行喷淋除臭，确保不出现二次污
染。现垃圾清运已全部完成。

2014 年至 2016 年间，郭巷街
道承担拆迁安置任务，产生大量建
筑垃圾。街道决定将白洋湖服务区
东侧、白洋湖大坝南侧作为建筑垃
圾临时堆场，于 2015 年 8 月开始临
时堆放，由环卫所进行管理，不允许
掺杂工业废弃物和生活垃圾，并实
施建筑垃圾社会化服务，由第三方
公司对装修垃圾分拣后，运送至苏
州市再生资源利用中心，2016 年 8
月该临时堆场全面停止接收建筑垃
圾并进行关闭。2017 年郭巷街道
对该区域实施综合整治，整治完成
后进行了覆土复绿整治工程。对该
处建筑垃圾临时堆场，街道在整治
完成后进行了覆土复绿，并将继续
实施长效管理，抓好环境提升。

本报记者 吴 琼

苏州吴中
对垃圾堆场整治复绿

“同学们，你们谁会唱歌？能不
能唱给大家听听？”

“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
起来⋯⋯”一名男生站起来，用丰县
方言“念”起了儿歌。

4 月 12 日上午，徐州丰县华
山镇后胡楼小学，一堂特别的音
乐课——《闪烁的小星》让孩子们兴
趣盎然。正在上课的是南京玄武区
优秀青年教师、北京东路小学教导
处副主任梁旭艳。在省委驻丰县帮
扶队的努力下，北京东路小学共有
语文、数学、外语、音乐和体育5个学
科的5位优秀老师送课到丰县。

在生动形象的教具、课件的帮
助下，梁旭艳老师带着后胡楼小学
三年级的孩子们认识五线谱、音的
高低和长短。还没脱贫“摘帽”的后
胡楼村，虽然小学平时也开设音乐
课，但由于师资缺乏，没有音、体、美
专业老师，音乐课一般由其他老师
代教，通过录音机、MP3等上课。整

个华山镇除了少数几个大的学校，其
他一些村小师资情况大体相似。

在梁老师优美歌声的带动下，孩
子们逐渐从拘谨变成了放松，慢慢融
入由音符组成的旋律中。教和学的全
情投入，让师生们都忘记了时间，原定
40 分钟的课成了 80 分钟。下课了，
孩子们还围在梁老师身边不愿离开。

“尽管这里的钢琴不准，孩子们跑音严
重，但他们对音乐的向往让我感动！
也许一堂课不能让他们获得很多知
识，但有了音乐的种子就不怕它不发
芽。”梁老师说。

当日上午，北京东路小学的老师
们还在后胡楼小学开展体育课《足球：
球感练习》、语文课《我和祖父的园
子》、数学课《两位数加一位数（进
位）》、英语课等主题教学，华山镇100
多名老师前来观摩学习。

“我第一次走进后胡楼小学时，就
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帮扶队不仅要
经济帮扶，加大贫困村产业增收力度，
更要智力帮扶。”省委驻丰县帮扶工作
队队员、驻后胡楼村第一书记、东南大
学科研院副主任周山明说。

本报记者 周广立

“拖堂”40分钟的特别音乐课

4 月 18 日，省政府召开的全省
交通运输重点任务一季度调度推进
会上透露，一季度全省交通建设完
成投资 254 亿元，同比增长 12.8%，
居历史同期最高水平，占年度交通
建设投资计划的17.8%。

计划建成通车
铁路项目进展顺利

省交通运输厅厅长兼省铁路办
主任陆永泉介绍，目前宁淮铁路、北
沿江高铁共同引入南京枢纽方案已
完成初步成果，力争年内开工建设。

宁淮铁路可研方案已由中铁总
公司鉴定中心先期召开了预审会，
并召开可研技术审查会，各项批复
前置要件正在按计划开展。北沿江
高铁已与上海市就北沿江高铁经崇
明岛中线方案达成一致意见。

与此同时，我省已会同浙江和
上海共同加快通苏嘉甬铁路、沪苏
湖铁路、沪通铁路二期前期工作并
力争开工建设，其中通苏嘉甬铁路
苏州段线站位方案已基本确定。沪
苏湖铁路初步设计前置要件中除航
评、洪评、环评外的其他要件至 3 月
底均已得到批复。沪通铁路二期中
铁总公司已批复上海境内的吴淞口
长江隧道越江段作为先导段工程，
计划今年先期开工建设。

今年计划建成通车铁路项目进
展顺利。截至3月底，徐宿淮盐铁路

已 完 成 正 线 铺 轨 77.3%、道 岔 铺 轨
29.1%，徐州东站高架站房、盐城站高架
站房、宿迁站及各县级站基础工程已基
本完成，地方配套工程正加快推进。连
淮扬镇铁路连淮段已完成正线铺轨
96.5%，灌云站、灌南站、淮安东站桩基
已基本完成，涟水站桩基完成70%。

过江通道项目
按计划正常推进

根据省政府印发的三年滚动计
划，2019 年计划开工过江通道项目 2
个，计划开工高速公路项目2个，力争
开工高速公路项目1个。目前，5个项
目基本按计划正常推进。

常泰、龙潭过江通道大临工程已
开工，京沪高速公路新沂至淮安段扩
建工程先导段开工建设；射阳至盐城
高速公路已完成初步设计、施工图设
计批复；沪陕高速公路平潮至广陵段
扩建项目工可报告已通过省内预审并
上报交通运输部。

2020 年我省拟开工过江通道项
目 1 个，高速公路项目 7 个。目前，江
阴第二过江通道，南通绕城、连云港至
宿迁高速公路、沪武高速公路常州至
太仓段扩建工程4个项目总体按计划
推进，其中沪武高速公路常州至太仓
段扩建工程、长深高速公路连云港至
淮安段扩建工程已通过评估。

2021 年我省拟开工过江通道项
目1个，高速公路项目11个。目前12

个项目基本按计划正常推进，均已组
织开展前期工作，其中南京至盐城、兴
化至东台高速公路工可报告已通过审
查，连云港至宿迁高速公路已完成工
可中间成果，路线方案基本稳定，正在
全力加快前期工作。

根据省政府印发的三年滚动计
划，2019年干线航道重点项目计划开
工1个，力争开工3个。目前4个项目
基本按计划正常推进。其中魏村枢纽
扩容改建工作已完成工可报告行业审
查，通扬线南通市区段先导段已完成
初步设计审查。2020 年拟开工干线
航道重点项目 2 个，2021 年拟开工干
线航道重点项目 4 个，目前各项目均
在按计划推进各项前期工作。

目前，连云港民用机场迁建工程、无
锡硕放机场改造工程2个重点项目均已
开工建设，稳步推进。我省 2019 年综
合客运枢纽计划开工项目33个，目前
已开工建设15个，其中连盐铁路射阳
站综合客运枢纽、连盐铁路响水站综合
客运枢纽已建成投入使用；多式联运计
划开工项目4个，已全部开工建设。

打造首个无省界
高速公路收费站省份

去年，我省作为全国首批试点省
份，如期实现了取消苏鲁省界高速公
路主线收费站 5 个，并同步取消了省
内 5 座跨江大桥主线收费站，三个多
月来，苏鲁省界和跨江大桥虚拟站总

体运行平稳，路网营运效率大幅提高。
在苏鲁取消省界收费站试点成功

的基础上，按照长三角交通更高质量
一体化发展要求，我省将推动长三角
撤消主线站列入 2019 年我省交通重
点工作，积极争取今年11月底完全具
备撤消主线站条件，打造全国第一个
无省界高速公路主线站省份。

为加强交通运输重大风险防控，
目前，我省正持续推进交通基础设施
安全保障能力提升工程、交通运输重
点领域安全防控能力提升工程、科技
兴安创新工程、交通运输从业人员及
交通参与者素质提升工程和交通运输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提升工程五大
工程，明确 60 项重点任务和 12 项监
督检查计划。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我省将
坚决打好交通运输领域的污染防治攻
坚战，深入开展船舶污染防治等专项行
动。今年1月至4月，省交通运输厅组
织对沿江地区从事散装硫磺、散装化肥
等有污染货种作业的港口企业进行全
覆盖、拉网式专项排查，对排查出有污
染隐患的，一律立即停止作业、限期整
改到位；3月至5月，组织沿江各市交通
运输部门对沿江港口码头水污染防治
设施、船舶污染物接收转运及处置设施
建设和运行以及港口粉尘污染综合治
理等情况开展全面自查自纠。

本报记者 梅剑飞
本报实习生 双 爽

我省首季交通建设完成投资254亿元
宁淮铁路、北沿江高铁力争年内开建

18 日，淮安市消防救援支队盐化新材料产业园区消防大队青年团员带领辖区学校少先队员参观苏皖边区政府旧
址，开展“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团课活动。 王 昊摄 视觉江苏网供图

本报讯 18 日，最高人民法院
在南京召开执行工作新闻通气会，
公布“2018 年十大执行案件”，江
苏三级法院联手异地清空万余平方
米土地厂房案入选。

此前，洪某以司法拍卖方式竞
得某公司位于盱眙县工业园区土地
及厂房。当洪某准备开发时，发现
已被案外人以各种理由占据。无奈
之下，洪某向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
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法官到现场
发现了大量违法建筑，多名非法占
有人甚至扬言要暴力抗法，秦淮法
院因自身力量有限，多次强制执行
未取得进展。之后，秦淮法院逐级
报请至省高院申请协同执行，省高
院决定与南京、淮安两地法院协同
执行。去年 7 月 16 日 6 时 50 分，省
高院和南京中院、淮安中院及其辖
区 14 家基层法院共 230 余人参与
此次“拔钉”行动，执行人员按照实
施方案分成 12 组各赴任务区。这
场 2018 年度最大规模的协同执行
历时 5 天，共交付土地 1.3 万平方
米、厂房 8000 余平方米，拆除违建
近万平方米，清运玻璃、油漆、瓷砖、
废旧玻璃1000余吨，圆满完成了对
申请人洪某的交付工作。 （顾 敏）

江苏一案例入选
全国十大执行案件

特 写

▶上接 1 版 贫困户张剑峰坐在
总书记左侧长条凳上，他给总书记算
了算自己的医药费。“前年查出了鼻咽
癌，党和政府雪中送炭报销了 8 万。”
一旁的中益乡卫生院蒋凤插话说，像
这种因病致贫，中益乡还有200多户，
我们实施了资助参保、先诊疗后付费
和大病救助兜底。

对因病返贫问题，习近平总书记
十分上心：“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
救助是防止老百姓因病返贫的重要保
障。这个兜底作用很关键。脱贫攻坚
明年就要收官，要把工作往深里做、往
实里做⋯⋯”

晚霞满天，山村如画。习近平总
书记离开村子时，乡亲们聚在村头，争
相同总书记握手，依依不舍。

回到重庆市里，已是夜深。总书
记仍挂念着山村的乡亲们：

“看了这么一个村，我心里是有底
的。到 2020 年初，预计全国将剩下
600 多 万 贫 困 人 口 和 60 多 个 贫 困
县。把今年工作抓好抓实，明年继续
攻坚，就能彻底消灭现行标准下的贫
困。从各方面情况看，我们对完成任
务是很有信心的！”

“最重要的是防松懈防滑坡”

16 日下午，重庆。在解决“两不
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开宗明义：

“这是一次跨省区的座谈会。党
的十八大以来，从延安、贵阳、银川、太
原、成都，再到重庆，我是第六次主持
召开此类会议。主题都是脱贫，但每
次的重点和专题有所不同。我们讲精
准脱贫，咱们工作的着力点也要体现
精准。”

“召开这次座谈会，主要是考虑离

全面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只剩下不
到两年时间了，今年的工作尤为关
键。脱贫攻坚战进入决胜的关键阶
段，‘打法’要同初期的全面部署、中期
的全面推进有所区别，这个阶段最重
要的是防松懈、防滑坡。”

会场上，大家的发言开门见山，讲
问题多、谈成绩少。习近平总书记不
时插话，更是直面问题。

“现在乡村教师的工资状况落差
大不大？”当教育部负责同志介绍乡村
教师待遇时，他插话问道。

“在义务教育阶段，乡村教师工资
略高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但还没
有实现全覆盖，力争3年做到。”

习近平总书记继续追问：“没有做
到的原因是什么？乡村振兴和持续发
展的关键在教育，要保持教师队伍稳
定，乡村的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共产党人有

迎难而上的担当，更善于从问题中找
到发展的钥匙。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清醒看到我们的困难和问题，分清
轻重缓急，妥善解决，必须解决且有能
力解决的要抓紧解决，不能影响脱贫
攻坚任务的完成；有的问题是长期性
的，攻坚期内难以毕其功于一役，但要
创造条件、订出计划、拿出办法，分阶
段逐步解决。

越是到最后，越是难啃的硬骨
头。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不求速
成，脱贫摘帽后还要稳一稳、沉淀沉
淀，确保经得住历史的检验。质朴的
语言，充满辩证法和科学的方法论，充
满哲理性的光芒，直抵人心。

总书记谈到了“迟到”和“早退”的
问题。“脱贫‘迟到’一点没有关系，还
可 加 大 力 度 ，但 没 有 必 要 强 调‘ 早

退’。‘早退’容易形成攀比，引起队伍
不安心，更容易弄虚作假，一定要刹
住。我们定的是 2020 年全面实现脱
贫，是要全力以赴、奋力拼搏、快速奔
跑、急行军才能完成的，但决不能急功
近利去抢功、冒功。”

他谈到了“拔高”和“降低”的问
题。听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同志
讲危房改造，习近平总书记叮嘱道，有
两个倾向要注意，一个倾向是一步登
天式的，擅自拔高标准。脱贫是保障
基本生活，跟富裕小康是不一样的。
另一个倾向是降低标准，争抢早“脱
贫”。尤其是一些地方易地扶贫搬迁
的房子，层层转包，落实不到位、不达
标，住一两年天花板就掉下来了。对
降低标准的问题，一定要严肃整改、务
必到位。

会场，安静到能听见笔尖划过纸
面的沙沙声。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县委书记蹇泽
西发言时，提到了石柱县的脱贫产
业。“石柱县是黄连之乡、辣椒之乡，还
盛产蜂蜜。我们常说，吃得了黄连苦、
解决问题不怕辣，日子才会比蜜甜。
如今，石柱县还新发展了中药材黄精
种植。村民们不仅可以拿土地流转
费，还能参与分红。”

习近平总书记听了深有感触：
“我们提出要实施‘五个一批’，总的
就是要因地、因人制宜，缺什么补什
么，能干什么就干什么，扶到点上、扶
到根上。”

大山挡住了人流、物流、信息流，
也挡住了致富路。蹇泽西告诉总书
记，这几年，石柱县推进交通建设向贫
困乡、贫困村覆盖，如今行政村通畅率
100％。

“没有交通，就没有眼界。我想起

当年在福建，去寿宁的路非常难走。
乡亲们也不敢把猪养得太肥，因为太
肥的话运不出来。但路一通，车一进
去，发展就活了。”

产业扶贫、教育扶贫、交通扶贫⋯⋯
越 是 到 吃 劲 的 时 候 ，越 要 响 鼓 重
锤。有组沉甸甸的数据：全国 832
个 贫 困 县 ，153 个 已 经 宣 布 摘 帽 ，
284 个正在摘帽评估。习近平总书
记放眼长远：“脱贫既要看数量，更
要看质量。要严把贫困退出关，严
格执行退出的标准和程序，确保脱
真贫、真脱贫。”

摘帽“不摘责任”“不摘政策”“不
摘帮扶”“不摘监管”。铿锵的声音，蕴
含着接续前行的内在逻辑：“贫困县摘
帽后，要继续完成剩余贫困人口脱贫
任务，实现已脱贫人口的稳定脱贫。
要保持政策稳定性、连续性，不能乱翻
烧饼、不能动辄换了频道。”

汇聚磅礴之力

脱贫战线上千千万万的干部群
众，是中国奇迹默默的创造者。

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困难群众追
求美好生活的奋斗激情。

张剑峰，因病返贫的华溪村村
民。他感恩党的帮扶，一再给总书记
念叨：“如今政策真是好，我要努力往
前跑！”

习近平总书记笑了：“我也在村道
边看到了这句标语，很生动！这句话
说明两点，一是党的政策深得人心；另
一点是，人民群众看到政策好，激发了
他们的奋斗精神。”

扶贫要扶智，更要扶志。习近平
总书记说：“要通过‘扶’激励‘干’，不
能通过‘扶’促进了‘懒’，这就南辕北
辙了。”“我去了中国很多贫困地区，看

望了很多贫困家庭，他们渴望幸福生
活的眼神和不怕苦不怕累的奋斗精
神，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

在他们身上，看到了扶贫干部踏
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实干作风。

谭雪峰，中益乡党委书记。30
多岁的他，在扶贫一线摸爬滚打了 7
个年头，选择了一条和大学同学完全
不同的人生路。他告诉总书记：“去
年我们和驻乡驻村工作队只休息了
3 个双休日，每天入户摸排情况、落
实政策，我们敢说对脱贫做到了百分
之百精准。”

伍东，重庆市城口县周溪乡凉风
村党支部书记，带领乡亲们修富路、挖
穷根。他最大的感受是“农民要致富，
关键靠支部”。这些年，村里加强了党
支部建设，建立了互帮、互学、互管活
动小组，先富帮后富、后富学先富蔚然
成风。

还有重庆市奉节县平安乡党委
书记邹远珍，总书记询问她乡里的情
况，她成竹在胸，应答如流。谈到下
一步，她说得很动情：“我们将秉承

‘为民吃尽天下苦，甘洒热血染山河’
的革命精神，以‘流血流泪不留遗憾，
任劳任怨绝不认输’的奋斗状态，迈
入全面小康！”

脱贫一线干部的辛劳与付出，习
近平总书记记在心里。这些年，300
多万县级以上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
干部参加驻村帮扶，目前在岗的第一
书记 20.6 万人，驻村干部 70 万人，加
上 197.4 万乡镇扶贫干部和数百万村
干部，一线扶贫力量明显加强，成为脱
贫攻坚的“尖刀班”“爆破手”，打通了
精准扶贫的最后一公里。

总书记特别提到了奋战在一线的
扶贫干部：“这都是我们新时代的英

雄。我们要关心他们的生活、健康、安
全。”“对在基层一线干出成绩、群众欢
迎的干部，要注意培养使用。培养干
部就是要不断推到火线上、前线上，在
摔打中成长，成为骨干栋梁。”

华溪村的谭登周今年春节专门请
人写了副春联：“九死一生靠政策，三
病两苦有医保。”横批是“共产党好”。

老谭年逾六旬，去年务工时受了
重伤，在床上躺了 4 个多月。“党和政
府补助14万。”老谭讲到这件事，激动
不已：“要不是政策好，我坟上的草都
这么高啦！”习近平总书记握着他的
手：“党的政策对老百姓好，才是真正
的好。”

脱贫攻坚，见证着共产党人的初
心和本色。“咱们过去闹革命的时候，
共产党是穷苦老百姓的党，就立志为
老百姓翻身得解放去奋斗。如今，国
家发展日新月异，我们回过头来看
看，还有没有生活困难的老百姓？现
在有条件了，更要帮助贫困群众过上
好生活。全面小康路上一个也不能
少，每一个贫困群众都要帮扶，这才
是共产党。”习近平总书记话音未落，
掌声如雷。

脱贫攻坚，也是我们党对历史、对
人民的一份交代。一代代共产党人接
续奋斗，把太多不可能变成了可能，书
写了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我们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党，追求老百姓的幸福。路很长，
我们肩负的责任很重，这方面不能有
一劳永逸、可以歇歇脚的思想。唯有
坚定不移、坚忍不拔、坚持不懈，才能
无愧于时代、不负人民。”

人民日报记者 杜尚泽
新华社记者 张晓松

（新华社重庆4月18日电）

“ 这 件 事 我 要 以 钉 钉 子 精 神 反 反 复 复 地 去 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