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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 月 29 日，交通运输
部在苏州召开全国内河航运高质量
发展现场推进会，交通运输部党组成
员、副部长刘小明，省委常委、苏州市
委书记周乃翔出席会议并讲话。

刘小明表示，推进内河航运高质
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的一项重要任
务，要深刻认识推进内河航运高质量
发展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准确把
握其内涵和基本特征，找准推进内河
航运高质量发展的基本方法和路径，
重点在优先发展、绿色发展、顺畅发
展、创新发展、安全发展、健康发展六
个方面下功夫。

周乃翔说，江苏的发展，离不
开包括内河航运在内的现代综合
交通运输体系的有力支撑。当前，
江苏包括苏州正处在转型升级、创
新发展的关键阶段，下一步，我们
将加快调整运输结构，将水资源优
势转化为交通发展优势、经济发展
优势、生态发展优势，努力为全国
全省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作出更
大贡献。

与会代表现场调研了苏州工业
园区内河集装箱码头等地，省交通运
输厅、长江航务局等单位在会上作了
交流发言。 （梅剑飞）

全国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
现场推进会在苏州召开

本报讯 我省第十一批科技镇
长团即将期满离任，第十二批科技镇
长团 867 名成员将奔赴全省 88 个县

（市、区）、18 个开发园区履职。7 月
29 日，全省科技镇长团轮换工作会
议在南京召开，省委常委、组织部部
长郭文奇出席会议并讲话，副省长马
秋林主持会议。

郭文奇充分肯定科技镇长团在
集聚创新资源、增强企业创新能力、
优化创新创业生态等方面取得的成
绩，明确要求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
增强科技镇长团工作的行动自觉，在
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中明确前进方向，在把握国际
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中增强使命担
当，在推动江苏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
践中找准奋斗坐标。科技镇长团要
遵循产才融合发展规律，在“产”和

“才”的嫁接上探路径、找方法，把各
方创新资源的“源头活水”引入到江
苏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广阔天地。

要聚焦重大战略，围绕“一带一路”倡
议、长江经济带、长三角区域一体化
发展等国家战略和全省高质量发展
大局，扛起责任、主动作为。要聚焦
园区建设，牵线搭桥“双招双引”，打
造高水平创新载体，提供高品质人才
服务，不断提升园区人才集聚度和产
才匹配度。要聚焦企业创新主体，激
发创新意识，宣传创新政策，解决创
新难题，充分调动和激发企业创新的
积极性主动性。要聚焦群众增收致
富，进一步推动资源下沉，发挥乡土
人才优势，提升农艺农技潜力，在服
务乡村振兴发展、群众增收致富中展
现新作为。

郭文奇强调，科技镇长团工作的
长期实践，为我省经济转型升级集聚
了丰富的科技人才资源，也为全国县
域创新驱动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各
有关方面切实增强责任意识，加强协
作配合，锐意改革创新，推动科技镇长
团工作不断提档升级。（郁 芬 胡劭斐）

第十二批科技镇长团
奔赴县域创新一线

本报讯 7月29日，省政府对大
气污染防治工作存在问题的 4 市政
府实施约谈，副省长费高云出席。

今年以来，我省大气污染防治形
势严峻，南京、徐州、连云港、扬州 4
市 空 气 质 量 改 善 进 度 明 显 滞 后 ，
PM2.5浓度降幅和优良天数升幅“双
不达标”。费高云在约谈会上指出，
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和省委、省政府关于打赢蓝天保卫战
的各项决策部署，按照党政同责、一
岗双责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
采取坚决有力措施，迅速扭转当前不

利局面。要坚持应急管控和长效治
理并重，狠抓关键措施落实，大幅加
快减煤进程，加大钢铁等行业超低排
放改造力度，强化臭氧污染治理，加
强扬尘等面源管控，抓好机动车船污
染治理。要加大应急管控力度，加快
大气 PM2.5 网格化监测系统建设，
完善应急管控清单和“一厂一策”，构
建高效顺畅运转的预警应急体系。要
把蓝天保卫战作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的重中之重，加大治理和管控力度，
为空气污染“减负”，确保实现年度空
气质量改善目标。 （毕子晨 吴 琼）

四市空气质量
“双不达标”被约谈

本报讯 29 日，省人大常委会
举行授牌仪式，向新确定的 20 个基
层立法联系点集中授牌。省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曲福田参加仪式并讲话。

基层立法联系点是省人大常委
会确定的协助收集和反映立法及相
关工作意见建议的单位或组织，是基
层群众和社会组织直接参与立法活
动的重要载体，也是立法机关深入基
层了解群众和社会组织意见的经常
性平台。此次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
道办事处等20个单位被确定为基层
立法联系点。

曲福田说，加强基层立法联系点
工作，是贯彻落实中央要求和省委决
策部署的重要举措，是完善立法工作

机制、提高立法质量的具体步骤，是
保障人民群众参与立法的有效途
径。要提高对这项工作重要意义的
认识，坚持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
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指导
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基层立法联
系点要立足自身特点，发挥职能优
势，做好宣传引导，积极探索创新，充
分发挥在推进高质量立法中的积极
作用。省人大常委会各委员会要认
真听取联系点意见建议，经常深入联
系点开展调研，使其真正成为收集民
意的经常性平台。各有关方面要加
强协同配合，共同为基层立法联系点
工作创造良好条件。

（王洪祥 孙琳君 陈月飞）

省人大常委会举行
基层立法联系点授牌仪式

本报讯 7 月 29 日，省总工会
第十四届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召
开，深入研究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工会“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
向”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省委
十三届六次全会精神，全面推进全省
基层工会工作迈上新台阶。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魏国强
出席会议并讲话。

魏国强指出，要坚持以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
要论述为指导，突出学深悟透，准确
把握“大抓基层”的实践要求，强化理
论武装，坚持党的领导，做好群众工

作，坚持眼睛向下，使基层工会真正
建起来、转起来、活起来。坚持以职
工群众为中心，突出维权服务，牢固
树立“大抓基层”工作导向，大抓基层
工会的政治建设、组织建设、队伍建
设、能力建设、阵地建设和保障建设，
在提升基层工会引领力、组织力、战
斗力、服务力、吸引力和凝聚力上下
功夫。坚持以改革创新为动力，突出
问题导向，把强“三性”、去“四化”作
为深化工会改革创新的根本标尺和
长期任务来抓，推动工会工作不断补
短板、强弱项、激活力、抓落实，着力
推动“大抓基层”取得实效。（吉 强）

省总工会
十四届四次全委会召开

乡村振兴重点工程进展顺利，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加快推进，农业生产
总体平稳、供给充足，乡村产业蓬勃
发展，农村改革不断深化，农民收入
持续较快增长⋯⋯上半年，全省农业
农村经济发展保持平稳向好态势。

高质量推进乡村产业

上半年，我省加快发展乡村产
业，农业结构调整加快推进：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化，农业电商
发展加快，休闲农业快速成长，优势
特色产业继续扩面，农产品加工业持
续健康发展⋯⋯

7 月 12 日，全国乡村产业振兴推
进会在扬州召开。与会者走进位于
扬州食品产业园的三和四美酱菜有
限公司，只见工人们统一佩戴防尘
帽、口罩、手套，在生产线上各司其
职。“我们通过创新生产工艺、提升产
品质量实现降本增效，让‘老字号’不
断焕发新活力。”公司负责人介绍，公
司建成全国第一条全自动豆腐乳成
坯生产线，开发了乳瓜分捡清洗设
备、腐乳后发酵阶段瓶口清洗机等，还
与省内外多地建立农业产业化合作关
系，合作种植面积2.5万亩，带动2万农
户，助力当地农民增收6000万元。

产业发展，离不开现代农业示范
载体。6 月 20 日，农业农村部发布
2019 年度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
名单，我省东台市、南京市高淳区、邳

州市、沭阳县4家产业园入选，加上此
前获批创建的泗阳县和无锡市锡山
区，我省国家产业园数量达到6家。

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最根本的
目的在于发挥科技示范作用，让广大
农民致富。走进位于高淳区现代农
业产业园的固城湖青松水产专业合
作联社，负责人邢青松正在基地查看
螃蟹生长情况。“成为国家级园区后，
螃蟹养殖更要有国家级标准。”邢青
松说，合作社将以国家级园区建设为
依托，在良种培育、养殖技术、设施建
设、渔药整治、人才培育等方面实现
新突破。高淳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孔
令胜介绍，园区多年来坚持与科研院
所合作，通过实验、示范、辐射扩散，农
业新技术、新模式、新品种更新加快，
农业科技成果产业化快速推进。

高标准发展绿色农业

上半年，我省深入推进有机肥替
代、化肥农药减量增效、生态健康养
殖、养殖污染治理等，启动首批460个
共 1250 万亩省绿色优质农产品基地
建设，把资源环境负荷“降”下来，形成
一批高品质农产品，效益不减反增。

绿色富民产业更加凸显。位于
苏州市吴江区太湖新城八坼街道的
东之田木农业生态园，是一家以生态
循环为特色、种养结合的农业生态
园。“50只鸡为一组，先在这片梨园住
上半个月，尽情‘吃喝玩乐’后再转至
别的地方。”东之田木董事长任伯民
说，有了鸡的“帮忙”，梨树受病虫侵
袭少了，多了生态肥料的滋养，今年
种植的翠冠梨产量、品质再创新高。

不远处的水稻田里，一群鸭子吃
草、捉虫、活水、增肥，每天“忙”得不
亦乐乎，随着水稻成熟，它们也将成
长为高品质的稻田鸭。生态园内还
养了数千头小香猪，通过 4 个厌氧处
理池处理干湿粪便。在最大化利用
资源的同时，最大程度减少污染、降
低成本。

“做农业，需要情怀，更要靠科
学。”任伯民说，通过循环种养，如今
生态园年产优质大米 24 万斤、鲜梨
30万斤、蔬菜10万斤、香猪8000头、
草鸡 3000 只、草鸡蛋 6000 斤，还有
少量高品质水产，每年利润不低于
200万元。

在阜宁县罗桥镇万亩有机稻米
基地，稻田画种植区、稻虾综合种养
区、稻鸭综合种养区、有机稻种植区
等整齐划一。阜宁县农业农村局局
长孙浩介绍，基地共安装 300 盏太阳
能杀虫灯，同时以生物农药等手段杀
虫灭虫，液态有机肥通过专用管道向
田间输送，实现有机种植，对有机稻
米生产实行育秧、栽插、管理全过程
监控。

以绿色生态为导向，我省正加快
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实施农药化肥

“双减”工程，走出一条清洁生产、高
效优质、生态环保的农业可持续发展
新路。

高颜值改善农村环境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省委、省
政府定下的今明两年“三农”工作的
硬任务。今年以来，我省各地各部门
全面高质量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村容村貌明显改善。上半年，全省
1.6 万多个行政村全面开展村庄清洁
行动，累计清理积存垃圾等约 600 万
立方米，在 230 个乡镇全镇域实施生
活垃圾分类试点，整治并销号非正规
垃圾堆放点 131 处，清理河塘沟渠、
排水沟 25 万处，新增农村无害化卫
生户厕超 9 万座、农村公厕超 3500
座，新增农村道路 3101 公里，建成桥
梁1169座。

沿着平整的柏油马路，经过一大
片绵延起伏的茶园，南京市高淳区东
坝街道游子山社区小茅山脚村出现
在眼前。进村的石板路干净整洁，池
塘清澈，村居修葺一新，每家每户门
口放着分类垃圾桶，生活垃圾日产日
清，生活污水收集处理。东坝街道党
工委书记杨时平介绍，环境提升为乡
村发展注入了产业活力，去年全村人
均收入达到2.8万元。

为推动农村垃圾减量化、资源
化、无害化处理，南京市将在年底前
全面完成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整治任
务，并在全域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年
内 100%的行政村开展垃圾分类，每
村按不低于村人口3‰的比例配备环
卫保洁员。年内完成无害化户厕改
造 1.6 万座以上，农村无害化卫生户
厕普及率达99%以上。

在全省层面，我省今年将择优
选择 1000 个村示范引领，树立一批
易复制、可推广的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示范样板；研究制定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工作评估办法，强化督导评
估与进度跟踪调度，确保各项目标
任务如期完成。 本报记者 吴 琼

上半年全省农业农村经济平稳向好

乡村振兴，向着更高目标迈进

6 月 28 日下午，镇江市润州区首
季“好人发布厅”里，道德讲堂宣讲员
赵创声情并茂地讲述着全国模范检
察官、润州区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副主
任秦彪的故事，再现秦彪面对病魔顽
强不屈、一心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的
场景。

今年以来，润州区围绕高质量发
展中心大局，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放
在突出位置，凝心聚力汇智，为高质
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融合式宣教，
夯实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基础

“大麦上场小麦黄，小麦上场栽
秧忙，打了一场又一场，麦子堆得像
金黄⋯⋯”在近日开展的第二期新
时代文明实践“一米阳光”学习思享
会上，年逾古稀的朱兰英和“非遗”
传承团队声音洪亮地唱着“秀山号
子”。当天活动围绕“农耕文化”主
题，6 位故事分享人交流了自己的理
解和做法。

让群众当老师，宣传干部做学
生，在社区设立学习思享社，探索融
合式宣教模式，是润州区落实“四力”
教育实践工作的一项创新举措，也是
今年开展“基层基础提升年”活动的
一个有效抓手。据润州区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蒋勇介绍，该区全面梳理党
的十八大以来对基层宣传思想文化
工作的新要求和新任务，明确 4 个工
程 38 项提升内容，指导基层干部有
的放矢查漏补缺、做“精”创“特”。

探索建设主城区新时代文明实
践场所，是润州区提升基层基础的一
项重要工程。在新金江社区门前的
滨江文化体育公园，占地 230 平方米
的渔文化展示馆正在建设中。和平
路街道党工委书记戴克祥告诉记者，
这是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阵地中的“一
馆”，规划通过珍贵图片资料、渔民生
产作业实物、珍稀鱼类标本等，展现
沿江区域的特色文化内涵，鼓励大家
共同参与长江生态大保护。“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先在农村地区试点先
行，我们身处主城区，通过新时代文
明实践教育可以有效整合基层资源，
打造融思想引领、道德教化、文化传
承为一体的综合平台，满足市民的精
神文化生活需求。”

全区域聚力，
劲吹“爱在润州”文明新风

在“润州发布”官方微信公众号，
今年新开设“今日我当值”栏目。5月
8 日的一篇推送中，“小编”图文并茂
记录了当天凌晨 3 点半到中午 11 点

45分垃圾清运工徐春营的劳作，所配
文字“他们在丰盛的宴会背后默默辛
劳，在缤纷的礼花过后独自清扫”，引
起网友们的强烈共鸣，大家纷纷留言

“向平凡人致敬”。
榜样引领，聚焦全域各行各业一

线工作者，讲述平凡岗位上的动人故
事，号召人们做好“身边事”，凝聚正
能量，弘扬真善美，让润州处处闪耀
着大爱光芒。

“线上线下、一起公益，倾城清
城、活力成长”，是共青团润州区委组
建的“E 青橙”志愿服务队的公益服
务口号。“E 青橙”整合市级机关、属
地街道、专业机构等资源，集结党团
员和各领域优秀青年 172 人，开展环
境保护、科普宣传、公益毅行等志愿
服务活动 36 场。其特色志愿服务项
目“叩开天使心门”，通过骨干志愿队
召集志愿者接力开展服务，已连续26
个月为 95 名智障、聋哑儿童提供爱
心捐赠和呵护陪伴。

润州区今年以来，升级志愿服务
“百千万计划”，培塑“家捷帮”“康乃
馨”等百支特色服务队、千名优秀骨
干志愿者、万名星级志愿者，常态开
展失独、残疾、孤寡等特殊人群关怀
行动，累计开展各类志愿服务 254
场，参加志愿人员达2.3万人。

“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以
志愿服务为纽带，以基层党组织为轴
心，机关单位、社会组织等各类机构
联动，促进资源有效整合，形成润州
全域暖心聚力的生动局面。

敞开怀聚智，
激活城市发展新动能

在今年3月举办的首届润州区城
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专家咨询会上，南京
大学教授、江苏沿海开发研究院首席专
家钱志新建议，未来润州应推进“数字
化”转型，推动新服务业实现高质量发
展，打造数字化新服务经济“第一区”。

今年以来，润州区主动对接省级
智库平台，成立了全省首个“新华传媒
智库”县区级“智慧之家”，定期举办咨
询会、建立专家会客厅。今年5月，行
业顶级专家吴智深、商界翘楚吴玉平
参加全球苏商大会，受聘担任润州区
经济发展高级顾问。两位嘉宾表示，
将发挥各自人脉资源和信息资源优
势，帮助润州与外界牵线搭桥，大力宣
传推介，为家乡发展贡献力量。

上半年，润州区现代服务业产业
投资增长 93.94%，金融产业应税营
业 收 入 增 长 27% ，新 增 市 场 主 体
3082 户，航天创投、慧灵科技、北京
瀚华等一批优质项目落户。

借助外力，拓宽发展边界；顺势
而为，助推城市经济激发新动能。润
州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坚持守正创
新，有“融”乃大，在围绕中心、服务大
局中找准突破口和落脚点，凝聚深耕
城市经济的强烈共识，汇聚创新社会
治理的不竭动力，凝心聚力汇智，不
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本报通讯员 江 悦
本报记者 晏培娟 曹德伟

高起点谋划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有“融”乃大，润州高质量发展动能澎湃

29日，沪通长江大桥主航道桥北跨段成功完成最后一次双悬臂钢梁吊装作业，圆满完成主航道桥北侧南通段全部钢梁架设任务，标志着沪通大桥南通段
从1号墩至28号墩实现钢梁贯通。 丁晓春 孔 玮摄 视觉江苏网供图

年中经济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