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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18年中央环保督察
“回头看”期间，群众向督察组反映，
宿迁市泗洪县的玉峰玻璃厂，夜间
废气污染严重。

接到交办单后，环境执法人员
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调查发现，工
厂擅自在玻璃窑炉工序使用煤炭为
燃料，涉及环境违法。执法人员现
场责令企业停止违法行为，并对该
企业环境违法行为进行立案处罚。

2018年6月18日，针对玉峰玻

璃厂环境违法事实，泗洪县原环保
局召开案审会，决定对该企业在高
污染燃料禁燃区内使用烟煤的环境
违法行为给予10万元的行政处罚；
对该公司喷涂生产线未报批环评的
违法行为处以1.515万元处罚，并
责令企业立即停止违法行为，严禁
使用高污染燃料。2018年6月18
日，下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

据介绍，该企业进行了一系列
整改，对早期已停用的1号煤气炉，
进行了拆除。对在用的2号煤气发
生炉封存处理，并清除了煤场剩余
原煤。目前，企业已全面改用清洁
燃料天然气，投资250万元的脱硝
除尘塔也已投入使用。（许海燕）

积极整改 企业改用清洁燃料

本报讯 省教育厅近日发布《关
于进一步做好普通高中选科工作的
通知》，明确高一严禁选科分班，不
得根据选科人数多寡限制学生选
科，允许学生经过一段时间学习后
重新选择选考科目。

通知要求各地教育主管部门要
采取“一校一案”的方法，指导各学
校做好选科指导工作。要求各普通
高中学校充分听取学生、家长、教师
意见和建议，客观分析本校的师资
水平与办学条件，科学制定选科指
导方案。各学校的选科指导方案要
包含12种选科组合及走班教学的
计划安排与保障措施，受办学硬件
与师资条件制约影响的四星级高中
至少要提供10种、三星级高中至少
提供6种选科组合。

通知要求各校要尊重学生的选
择自由，充分保障学生的选择权利，
不得根据选科人数多寡限制学生选
科，更不能代替学生选科。对个别
学校确实不能满足少数学生选科需

要的，可由教育主管部门批准同意，
安排学生到就近的学校学习。要充
分挖掘教学资源，积极开展走班教
学，保障每一位学生的选科需求。
要引导家长理性思考、正确对待、共
同参与，尽量避免反复修改选考科
目。普通高中要指导学生根据自己
的兴趣、特长、志向、学习优势和职
业倾向，自主、理性确定选考科目。
要避免单纯用考试成绩作为指导学
生选科依据，严禁预先设定部分学
科组合限制学生选科，严禁误导、强
制、代替学生选科或其他变相操作。

通知还明确，各普通高中不得
在高一年级第二学期结束（6月底）
前进行选科分班。在高考报名前，
各校不得人为设定条件限制学生调
整或变更选考科目。在高二年级第
一学期末首次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
结束后，要重点关注未达到合格要
求的学生，并在尊重学生意愿的基
础上，更加精准做好学生选科指导
与服务。 （王 拓）

省教育厅发文规范高中选科

高一严禁选科分班

本报讯 2019年12月31日，省
交通运输厅召开新闻发布会，总结
2019年度为民服务实事项目落实
情况，并公布2020年将实行的为民
服务实事项目。

据介绍，2019 年省交通运输
厅年度十件民生实事已全部完
成。其中，全省新辟优化城市公交
线路共438条，新增105个乡镇开
通镇村公交，镇村公交开通率达到
95.8%。全省累计3万辆城市公交
车完成安装改造防护设施，占全省
公交车辆的60%。

2019年全省农村公路建设超
额完成道路4500公里、桥梁2100
座的年度建设任务。在全省6个重
点扶贫片区、2个革命老区和12个
重点帮扶县安排建设农村公路
1853公里、桥梁503座。推进具有
旅游元素和特色的主题服务区建
设，完成了阳澄湖服务区、窦庄服务
区、如皋服务区等10对服务区升级
改造任务。

全省年旅客吞吐量、货邮吞吐

量预计完成5800万人次、60万吨，
同比分别增长16.2%、4.6%。现有
高速公路4700多公里，目前已实现
向社会大众提供全省高速公路
3100多路实时视频和370多个收
费站实时通行状况的查询服务。

在综合各地、各有关交通单位
意见和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基
础上，省交通运输厅公布了2020年
度的为民服务实事项目——

全省将新改建农村公路3000
公里、桥梁1000座，实施农村公路
安全生命防护工程4000公里。推
进城乡交通一体化、均等化，2020
年计划新辟、优化城市公交线路
100条以上，力争开通无锡3号线、
徐州2号线两条城市轨道交通，新
增里程50公里，全省城市轨道交通
开通里程达到800公里。力争全年
新开、加密10条国际航线，逐步构
建高联通、广覆盖、便捷经济的全省
国际及地区航线网络，让旅客出行
更为便捷。

（梅剑飞）

新改建农村公路3000公里 开通城市轨道2条

交通为民服务实事项目公布

常州市天宁经济开发区新时代文
明实践所、郑陆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上个月相继揭牌。常州市天宁区委书
记宋建伟表示，天宁涵盖城区、城郊接
合部、农村三种形态，建设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必须依托城区，服务乡村，
满足群众新期待，打造精神文明综合
体，为高质量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建设贡献天宁方案。

雕庄街道采菱社区总面积1.3平方
公里，有3325户居民，是“村转居”安置
社区，利益诉求复杂，社区治理难题频
出。采菱社区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以公益创投的形式整合志愿资源，打造

“公益5号集市”，通过“集中+预约”“公
益+低偿”模式，开展老有所“衣”、“书香
宝宝”、“冲浪吧”、“乐龄心吧”等志愿服
务项目，受益人群近万人，促进居民从

“形融”到“心融”。
天宁区拓展资源整合路径，健全四

大功能，打造城市文明矩阵。同时，强
化顶层设计，建立志愿服务队主席团，

区级重点部门、结对市级机关、重点企
业、社会组织、群众代表轮值，全面领导
和统筹协调各项工作。网格化兜底包
干，依托网格管理机制助推实践站点服
务直接落实，激活各级单位和企业、社
会组织等资源，串点成线、连线成面。
菜单化供需对接，针对化项目认领，探
索“项目推进、双向服务”机制，以认领
项目的形式开展服务工作，创新打造

“菜单式”服务模式，由辖区居民“点
菜”，成员单位“接单”、站点“送餐”。

描绘天宁文明实践地图，各站点“一
站一品牌、一点一特色”。五角场社区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结合小区老旧化、社区
老龄化形势，依托扬翼感恩服务社打造
文明实践“五微”体系：“微平台”引资引
智、汇聚合力，吸纳志愿服务力量；“微课
堂”因龄施教、传播文化，丰富居民精神
生活；“微实事”化解矛盾，小举措凝聚大
民心；“微活动”邻里组队、播种文明，满
足群众文化需求；“微公益”守望相助、助
困圆梦。“白杨轩”新时代文明实践理论

宣讲点，将白氏祠堂大厅布置为可容纳
150人的宣讲中心，引入党史党建、红色
文化、名人故事等红色基因，以家风主题
道德讲堂为特色，成立宣讲团，讲好理论
宣讲“普通话”、时代新风“本地话”、民生
服务“暖心话”。

建设常州红馆，打造红色城市会客
厅。凝聚常州三杰精神，常州红馆以常
州地区的第一个县委——中共武进县委
为重点，记载了常州共产党人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的红色事迹。通过红坊、红墙、
红梁，红色文化雕塑景观，配以声、光、
电、数字影像、虚拟技术等高科技手段，
讲好红色故事。线上“初心课堂”平台，
线下畅聊的空间“书记驿站”“民情茶
座”，将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

精准把握群众需求，成立“10+
N”区级品牌志愿服务队。基层先进
工作者、社会先进道德典型组建“天宁
区向日葵宣讲队”，就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届四
中全会精神等内容，对全区3个市级
试点和8个区级试点进行巡回宣讲。
优秀社会组织、志愿服务团队带头人
组成“益呼百应助燃联盟”，结对联系
各站点，帮助开展志愿服务培训、社会
组织培育、孵化。时代楷模、道德模

范、最美人物等组成的“身边好人服务
队”，在各个实践站点结合自身特长，
关爱送温暖服务，开展道德讲堂巡演
等活动。“授渔导师服务队”整合群团
组织各类技能培训资源进入实践站
点，对精准扶贫对象、残疾人、失业人
群等开展各类培训；高校大学生组建

“流动小板凳服务队”，为社区流动儿
童提供课外辅导。

以城促乡，群众变“划桨人”为“掌舵
人”。实施“文明连心·实践牵手”村、社
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结对共建计划，天
宁唯一“后花园”郑陆镇30个实践站与
城区实践站全面结对。“第一书记”进乡
村，帮助农民更新文明理念、养成文明风
尚。摸排整合文明实践资源，结合郑陆
镇旅游资源丰富的特色，以旅游地图的
形式描绘文明实践场所、项目分布情况，
推出“红色追寻”“志愿一日”“文明乡风”
等多条主题文明实践体验路线，地图化
视觉呈现，内教村民，外化游客。

群众在哪里，文明实践就到哪
里。一年来，常州市天宁区新时代文
明实践拓展实践项目150余个，2019
年共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专题活动
500余场，实现城区有标准，农村所、
站全覆盖。 本报记者 蔡 炜 万小珍

常州市天宁区以城促乡打造精神文明综合体

群众在哪里，文明实践就到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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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公正司法底线，不容经办的
案件出任何一点差错；与三尺讲台结
缘，为少年儿童讲法制教育课90余
场次；建立“心心点灯”工作室，成为
孩子心目中的“检察官姐姐”……连
云港市人民检察院第七检察部副主
任王帆，用10个春秋诠释对检察事
业的忠心、对案件的责任心和对未成
年人的爱心：“做一名让群众信任的
检察官，坚守职业良知，敢于惩恶扬
善，捍卫法律尊严，维护公平正义。”

细抠案件 坚守司法公正生命线

乌黑亮丽的头发束成高高的马
尾，清秀的面容透露着自信和坚毅，嘴
角甜甜的微笑让人心生亲近，这是85
后王帆给人的第一印象。

这样一位看起来有些柔弱的女检
察官，却在办案时和男同事一样拼命，加
班加点提审、办案。每办理一个案件，王
帆都把功夫下在“准”字上，细抠每一个
细节。她说：“不是所有的雨夜都是电闪
雷鸣，也不是每个案件都是惊天大案。
恰恰是很多看似‘很小’的案件，引发我

们更多的深思，要求我们像工匠加工钻
石一样，戴着放大镜精心打磨。”

在徐某某等13人聚众斗殴二审案
中，王帆审查后认为一名原审被告人年
龄存疑。“涉及未成年犯罪案件中，犯罪
时的年龄是需要查明的重要证据内容
之一。”王帆说。她加班加点，细心梳理
证明案件事实的客观证据和主观证据，
深挖细查，最终查明原审判决对于“该
被告人在犯罪时系成年人”的认定不
准。法院采纳检察机关全部意见，依法
将本案发回重审，避免了一起未成年人
被不当量刑的错案发生。

王帆承办的连云港市首起为境外
非法刺探、提供国家秘密案，通过缜密
的诉前引导侦查、详细的庭审准备，让
辩护人放弃无罪辩护，被告人当庭认
罪并表示不上诉。

从检10年来，王帆承办了百余起
无期徒刑、死刑等重大案件，始终坚守
公正司法底线，不容经办的案件出任
何一点差错。

点燃心灯 守护孩子前行

王帆认为，检察办案，和医生有相
似之处，“从医一个人到医一群人，从
医人到医心。”

2018年3月31日,村民老钱家的
孙女小文在放学路上失踪。多方寻找，
最终传来噩耗——孩子遇害了。经侦

查，小文被同村的钱某强奸杀害。在承
办这起案件中，王帆在法庭上有力指控
犯罪。最终，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
钱某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案结后，王帆对近年来辖区内侵害
未成年人权益案件进行了梳理分析，形
成详实的调研报告及“一号检察建议”，
促成市检察院与教育部门等多方联合
开展法治阳光“护苗成长”安全自护主
题教育活动，实现连云港市学校安全自
护教育全覆盖。该案入选全国检察机
关依法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十大案例。

“王帆有一个特点，不就案办案，
而是就案件深刻思考背后存在的社会
问题，并善于研究解决问题的方法措
施，延伸检察保护职能。”连云港市检
察院副检察长戴文浩说。

在日常办案中，王帆关注到服刑人
员子女这一特殊群体，“帮助他们渡过难
关并健康成长，是监察机关义不容辞的
责任。”自2015年起，她为服刑人员子女
建立“心心点灯”工作室，从生活来源到
心理健康全方位履行“国家监护”，为他
们点亮一盏照亮前行方向的心灯。以该
案例为原型拍摄的微电影《小小太阳
花》，被中央政法委评为优秀微电影。

在王帆心里，关爱的天空下一个
孩子不能少，无论是留守儿童还是服
刑人员子女，她都愿用神圣的检徽为
他们撑起遮风挡雨的天空。

初心不改 传播检察正能量

去年9月至10月，王帆作为最高
检法治进校园全国巡讲团成员，赴青
海、西藏等地，为偏远山区的孩子送去
法律知识。巡讲课程十分受孩子们的
喜爱，孩子们自发写下近千份感悟心
得，“喜欢王帆老师的课”“以后我也要
当检察官”等，拉着王帆的手不让离开。

近年来，王帆以案例为依托，积极
开展巡讲。自2012年起，已开展法治
讲座90余场次，覆盖学生3万余人，
涵盖幼儿园、中小学和大专院校，被聘
为优秀校外辅导员，并多次登上央视
舞台，传播检察正能量。

“从事未检工作，要有爱心、包容
心、耐心。每堂法治课后，看着孩子收
获的目光、明朗的笑容，我想，这不正
是我们要守护的价值所在吗？而这
些，都是我不变的初心。”王帆说。

荣立个人三等功5次，当选全国
巾帼建功标兵、江苏省“人民满意的
公务员”、江苏省检察机关先进工作
者、江苏省青年“五四”奖章、江苏省

“我们身边的爱岗敬业好青年”……
这些荣誉对王帆既是激励，也是鞭
策，“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我将继续努
力，做一名公平正义的守护者，做一
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追梦人！”

本报记者 赵 芳 吉凤竹

“心心点灯”，点亮关爱星空
——记连云港市检察院第七检察部副主任王帆

本报讯 记者1日从省生态环
境厅获悉，2019年我省环境质量持
续改善，群众对环保满意度持续提
升。据初步统计，2019年全省国考
断面水质优Ⅲ比例为77.9%，同比
提高8.7个百分点，国考断面和主要
入江支流全面消除劣Ⅴ类，创“水十
条”实施以来最好成绩；PM2.5平均
浓度 43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6%，创2013年有监测记录以来最
低值；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
71.3%，圆满完成国家下达的约束
性考核指标。

2019年，我省对制约环境质量
改善的“病灶”精准施治，扎实推进
治污攻坚。对长江入河排污口开展
全面排查，对大气污染物实施手工
监测、自动监测、走航监测、无人机
航测“四位一体”监测，为执法监管

“精确制导”。对环境质量改善滞后
的地区开展督导帮扶，首次建立

“1+13”专家帮扶模式，帮助13个
设区市分别组建专家支撑团队，及
时会诊污染成因，提出针对性对策
建议，指导各地有效防治内源污
染。开展降尘治车、溯源提质、溯源
增优、江河碧空等4个蓝天保卫专
项行动，全力攻克治气痛点难点。
开展“水平衡”“废平衡”专项执法，
有效打击偷排漏排行为。省生态环
境厅还配合省纪委监委建成污染防

治综合监管平台，将各责任主体全
部纳入其中，纪检监察机关全流程
嵌入式再监督。

2019年是全省生态环境系统
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提升年”。省生
态环境厅建立厅市会商机制，厅领
导班子集体上门，指导地方制定减
污扩容方案，协调解决项目落地过
程中遇到的总量指标、规划环评等
问题。把每月第四周的周四设为全
省统一的“企业环保接待日”，由省
生态环境厅领导带队，面对面解决
企业环保难题。2018 年 10 月以
来，累计帮助 1580 家企业解决
1728项治理难题。

我省确立环保信任保护原则，
对432家守法情况好的企业，给予
减少检查频次、简化环评程序、优
先安排补助资金等激励政策。建
立环保应急管控停限产豁免机制，
已有1258家环保信用好、治污水
平高的企业纳入豁免名单，这个机
制被生态环境部在全国推广。我
省持续提升环保基础能力，累计建
成水质自动监测站641个，数量全
国第一；建成空气自动监测站234
个，覆盖所有县市区；生态环境部
卫星中心首个区域分中心落户我
省。全省危废处置能力提升到
198.2 万吨/年，提前完成 2020 年
180万吨的预定目标。（吴 琼）

我省交出去年环境质量改善成绩单

PM2.5浓度创有记录以来最低

▶上接1版 在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的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上走在前
列。我省正处于城乡关系重构、产业
深度调整、区域布局优化的关键阶段，
发展中的矛盾问题也暴露出一些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上的空白点和薄弱
点，必须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
项，以重点领域的制度探索和治理效
能带动建设系统完备的治理体系。要
扭住区域发展治理、区域创新治理、城
乡融合发展治理、社会治理、公共安全
治理、生态环境治理、政务服务治理、
载体平台治理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
节，加快探索符合实际、系统完备、运

行有效的制度体系。
治国有常，利民为本。增进人民福

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制度建设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推进省域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以良好健全的制度保
障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必须把
握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围绕习近平总书
记对民生工作的指示要求，建立完善实
现高品质生活的制度体系，从体制机制
上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
益问题。要着眼于“更好的教育、更稳
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
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

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
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完善和健全各项
制度，从制度层面回应百姓关切，让民
生幸福之路通向更幸福的远方。

与山争水，海必得之。我省城镇
化率高、城市群发达，率先推进市域县
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既有条件，更有需
求。推进省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要坚持发挥市县主阵地作用，把
握社会治理的规律特点，突出体制创
新、机制完善、制度建设，进一步理顺
市、县、乡镇权责关系，构建形成市级
统筹、县级推进、乡镇强基固本的治理
链条。要针对社会发展的新情况新问

题，强化公共安全、公共管理、公共服
务，提高网格化服务管理精细化水平，
扎实开展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
积极探索具有市域特点、时代特征的
社会治理新模式。

推进省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必须坚持维护好制度权威，真正
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要坚持
执行与监督相统一、坚持系统推进与
重点突破相统一、坚持“守正”与“创
新”相统一，切实把各项制度落实到
位。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要强化
制度意识，带头维护制度权威，以制度
为准星想问题、作决策、抓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