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渔政 001，定位哪里？
32001呼叫001！”1月3日，在长江镇
江段，32001 执法指挥船正破浪前
行。记者随船参加农业农村部长江流
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长江办）自1
月1日起组织开展的长江流域保护区
禁捕执法行动。

长江江苏段共有425公里。多年
来，我省高度重视长江生态以及水生
生物保护工作，设立了36个国家级水
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两个省级水产种
质资源保护区和南京江豚、镇江白鳍
豚省级自然保护区。

实施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常年禁
捕，是党中央、国务院保护长江的一项
重大决策部署。根据禁捕规定，长江
流域332个自然保护区和水产种质资
源保护区，自2020年1月1日零时起，
全面禁止生产性捕捞；长江干流全线
和重要支流最迟于2021年1月1日零
时起，全面禁止生产性捕捞。禁捕期
暂定10年。

32001 执法指挥船驶入巡航编
队。此次执法行动组织渔政、公安、海
事、水政等60余艘执法船艇和200余

名执法人员，分4个组，从1月1日到1
月12日巡航长江，巡航江苏段时间为
1月1日至4日。“巡航是为了查处非
法捕捞网具及渔船，在长江上、中、下
游和淮河干流同步执法。”长江办执法
监督处朱治告诉记者。据中国海监江
苏省总队岳才俊介绍，本次联合巡航，
沿江各地统一行动，实际参与的执法
船艇超百艘。在江苏，禁捕执法巡航
检查了长江如皋段刀鲚、靖江段中华
绒螯蟹鳜鱼、扬中段暗纹东方鲀刀鲚、
扬州段四大家鱼和南京大胜关长吻鮠
铜鱼保护区。

“江面真干净！一条渔船都没
有。江苏禁捕工作非常到位，沿江退
捕宣传做得很好。”长江办交叉检查组
领导这样称赞江苏。

长江禁捕力度这么大，还有偷捕
的吗？执法队员说，抱有侥幸心理的
人总会有的。“所以全省花了三四年时
间每年清江，拆除渔民插的竹竿网
具。这些木棍、竹竿打下去容易，清起
来非常麻烦，但再难也必须全部清
拆。”中国海监江苏省总队渔政执法处
处长陈建荣表示。“这里的江滩，以前

都是密密麻麻的毛竹竿、网具，现在都
不见了。”他指着扬中江岸说，“江苏
沿江竹竿网具老的都清掉了，出现新
的再及时清掉，目前是零星清理。”

长江禁捕，涉及11万条渔船、近
28万渔民。南京渔民余金发告诉记
者，以往他每年捕捞长江刀鲚、凤鲚等
特殊鱼类，收入至少10万元，禁渔后，
捕捞收入为零了。

那么，禁捕后渔民都去哪了？记者
乘坐的渔政执法船船长周启祥，原本是
南京江宁铜井村渔民。他告诉记者，村
里的37户渔民和14户纳入管理渔民
已全部上岸，渔船已全部拆解，捕捞证
也全部收回，渔民补偿款将于今年到
位。周启祥说，眼下他在渔政船上工
作，每个月收入五六千元。

像周启祥这样的转产渔民有不
少。南京长江江豚省级自然保护区成
立，沿岸100多户渔民“退捕转产”，
2016年，杨金龙、赵风海等几十位曾
经的捕鱼人成为江豚观测队员，守护
起南京段的50多头江豚。

在江阴，渔民进入了卖水产等新
行当。该市去年启动长江退渔禁捕，

出台了《江阴市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
捕和补偿实施意见》，渔船全部由政府
收购后拆解，最后一批54户渔民上
岸，获得1000多万元补偿，提前1年
实现了长江段禁渔。

目前，我省沿江南京、镇江、泰州
等地渔民都已上岸，船证已全部收
回。长江渔民对水上情况很熟悉，扬
州、泰州等地录取部分渔民作为护渔
员，解决渔政人员不足的难题，同时解
决上岸渔民的就业。

就在记者随船采访期间，传来了
“中国淡水鱼之王”长江白鲟被宣告灭
绝的消息。眼下，长江鲥鱼、长江白鳍
豚已功能性灭绝，长江白鲟已灭绝，中
华鲟、长江江豚等极度濒危，“四大家
鱼”早期资源量比上世纪60年代减少
了95%以上。长江渔业资源的急剧衰
竭，让周启祥这样曾经的渔民也十分
感慨。周启祥十六七岁就在长江上捕
鱼，最多的时候，一网捕过7条白鲟，
当时毛把钱一斤，刀鱼也就3毛钱一
斤。“当时不懂，认为都是捕鱼，现在想
想这些都是保护动物，真后悔，真心
疼。”周启祥说。 本报记者 丁蔚文

“江面真干净，一条渔船都没有”
——记者亲历长江禁捕联合执法巡航

本报讯 体彩大乐透去年
底最后一期开奖中奖号码为

“07、11、12、16、33+05、07”，全
国开出19注一等奖，全部为681
万元基本投注一等奖。

江苏彩民成为当期最大赢
家，中得9注，其中8注全部出自
位于南京市栖霞区和燕路252号

的 3201051878体彩网点。中奖
彩票是一张 3 注号码 8 倍投注
票，投注额48元，单票奖金5455
万元。另外 1 注基本头奖落在
淮安，中奖彩票是一张“前区 2
胆 10 拖+后区 2 拖”胆拖复式
票，单票奖金689万多元。

（叶 勇）

南京一彩民收获
体彩5455万元“年终奖”

最近几天，南京朱女士一家
全病倒了，尤其是8个月大的宝
宝前晚发高烧到40度。朱女士
赶紧打车带宝宝去南京市儿童医
院，看到黑压压的一群人在排队，
当即带孩子来到另一家综合性医
院，“挂号处显示，排在我前面的
还有520人。但孩子小脸烧得红
红的，我们只好硬着头皮等。”

近一段时间，南京市儿童医
院日门急诊量都在一万二三千人
次。南京市第一医院儿科最近日
门诊量也超过700人次，比平时
增加一倍多。记者从南京市疾控
中心了解到，近半个月来流感报
告病例数上升，许多人出现发热、
呕吐、腹泻等症状，其中学生、幼
托儿童占绝大多数。

江苏省疾控中心学生健康
监测系统所发布数据显示，全省
学生感冒所致缺课人次数不断
攀升，已突破3万人次。学生因
病缺课监测系统每天实时监测
全省学生的缺课情况，目前已覆
盖 13 个设区市的 6000 多所学
校，监测总数达897万人。部分
地区的学校和班级因为流感已
经停课。

另据江苏省疾控中心此前
发布的信息，全省近期流感样病
例活动水平较前期有所抬升，流
感病毒检出阳性率持续升高，流
行毒株为B型和甲型H3N2共同
流行。妊娠期妇女、60岁以上老

年人、2岁以下婴幼儿、伴特定基
础疾病患者等人群感染流感病
毒后，较易发展为重症病例。

专家认为，近来流感流行和天
气有一定关系，入冬以来零度及以
下的日子没几天，该冷的时候一
直不冷。江苏省防治流感专家组
中医首席专家奚肇庆教授说，近
段时间出现的多是以“湿邪”为主
的感冒，其特征为来得快、去得
慢，患者会持续长时间发烧，还会
伴有痰多、咳嗽等症状，容易引发
肺炎，肠胃不太好的人群则易出现
腹泻症状。

当下学校期末考试将近，中
小学生学习压力大，加上冬季教
室门窗紧闭、通风不畅，罹患流感
风险大大增加。南京市第一医院
儿科主任医师钱胜华说，普通感
冒一般呼吸道症状轻微，流感是
由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上呼吸道
传染病，多发高热伴咽痛、咳嗽为
流感主要特征性症状，感染率最
高的通常是儿童。

不少家长购买“达菲”给孩子
服用预防，南京有些药店此药甚
至卖断了货。钱胜华介绍，对已经
确诊的流感病人，“达菲”即奥司
他韦是常规首选治疗药品，最好
24小时内服用，不要迟于48小时
用药。但当病人未感染流感病毒
时，奥司他韦是无效的。预防流
感的最好方法还是接种疫苗。

本报记者 仲崇山

全省因感冒缺课学生突破3万人次

流感高发，就诊小病人“爆棚”

2016年2月，省政府办公厅干部
孙国君被组织委派为省委驻涟水县帮
扶工作队队长，带领着一支由省直机
关、苏南县（区）、高等院校、国有企业
队员组成的帮扶工作队进驻涟水。4
年来，省委驻涟水县帮扶工作队带着
后方单位和涟水百万人民的殷切期
望，坚定信念，走进村，扎下根，打造分
布式光伏、技能培训、安东米富、健康
扶贫4张“靓丽名片”，走出了一条以
精准扶贫推动乡村振兴的新路。

强基固本，
撬动脱贫攻坚新动力

按照“抓党建促扶贫、促乡村振
兴”的思路，针对村集体经济微薄、党
组织生活单一、工作条件艰苦、村干部
文化程度低、干事创业激情不足等现
状，多措并举，为基层组织这个发动
机“加油”。一方面，工作队为帮扶村
两委班子及乡镇扶贫专干购买意外
保险，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另一
方面，工作队员利用党员活动日，组
织党员村干学习扶贫和惠农政策，围
绕创收增收，开展大讨论，为本村发
展谋出路。

针对低收入农户主动致富意愿不
强，过度依赖帮扶政策，自身参与的积
极性、主动性不高等现状，工作队员充
分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与村干部
一起走村串户，视群众为亲人，和低收
入户深入交流，摸清致贫原因和低收
入户的真实意愿，掌握第一手资料，因
村制宜、因户制宜，精准施策，制订个
性化帮扶措施，极大增强了低收入户
脱贫致富的信心和自我脱贫能力。村
民们都说：“有工作队在，致富就有了
领头人，也有了主心骨。”

立足产业振兴，
力求稳定持久增收

乡村振兴，关键是产业要振兴。
工作队围绕涟水生态农业大县的资源
优势，围绕帮扶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把产业扶贫、乡村产业振兴作为增
强“造血”功能的根本来抓，有效激活
要素资源，多渠道解决村集体和低收
入户发展增收的难题。

抢抓国家大力推广光伏扶贫的政
策机遇，筹集帮扶资金1600万元，在
19个村建设了2310千瓦的村集体分
布式光伏电站，致富的阳光照亮了脱

贫致富路。据测算，每年可为村集体
稳定增收总计超过180万元；用“企
业+农户+银行贷款”模式，为194户低
收入户农户安装屋顶分布式光伏设
备，每户每月平均获得发电收益近
300元。工作队还联合当地残联积极
开展残疾人光伏扶贫试点工作，通过
给予光伏补贴、创业补贴、贴息贷款等
方式，全县有81户低收入残疾家庭享
受到“阳光红利”，推动了残疾人光伏
扶贫项目在全省的试点推广。

产业基础好的村借助扶贫项目和
资金扶持进一步做大做强。南集镇新
合村利用飞地政策和后方单位帮扶资
金重点打造羊肚菌产业园，那些快速
生长的羊肚菌，见证了村集体和村民
们共同发展奔小康的信心和决心。

盘活闲置资产变废为宝。东胡集
镇鲁渡村帮扶队员通过招商引资，将
村废弃小学改建成驾校，并在校舍屋
顶建设村集体光伏电站，仅此一项，每
年为村集体增加租金和光伏发电收益
合计达12万元。

围绕品牌，搭建平台促进持久增
收。针对涟水农副产品品类多、附加
值不高、品牌意识淡薄的现状，工作队
依托注册的“安东米富”商标，整合资
源，成立了安东米富生态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在县经济开发区电商产业园
设立安东米富销售中心，以“互联网+
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打造新型
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引进南京市蔬菜
集团公司成立江苏村乡志富生态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打造“安东米富”升级
版，搭上“城乡致富”快车，对接７个生
产基地、15个家庭农场，拥有草鸡蛋、
有机大米、红薯粉丝等23个特色农产
品，覆盖9个村共3133亩，带动农户
2066个，实现年销售额5000万元。

创新帮扶方式，
探索精准帮扶长效机制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针对当
地低收入户缺技少能的现状，工作队
员动员具有劳动能力的低收入户参加
工作队组织的烹饪、育婴、老年护理等
技能培训，已有1700余人从中受益，
甩掉了贫困帽子。结合农村缺少领头
人的状况，在南京农业大学举办2018
年新型职业农民省级培训班，组织家
庭农场主、镇村干部、农户代表、工作
队员共100人参加为期4天的培训。

如今，技能培训已成为持续有效的脱
贫手段，低收入户实现从“要我学”向

“我要学”的转变，成为自身脱贫致富
的“助推器”。

工作队始终坚持精准帮扶与乡村
振兴融合发展，结合梁岔镇费庄村实
际，积极协调省有关部门，加快实施

“新社区新生活”整村推进项目。该惠
民工程涉及403户1794人，耕地面积
2761亩。短短两年内，新建28幢楼房
建筑面积9万平方米，节约土地2000
多亩，费庄村由以前破旧的村落一跃
成为布局合理、功能完善、生态宜居、
特色鲜明、苏北一流的新农村建设示
范点和驻村帮扶的典型。谈到这一
喜人变化，该村党总支书记王以中掩
饰不住内心的喜悦：“新社区新生活
项目实施以来，驻村队员挨家挨户摸
排动员，3天时间全部签完合同，一周
内拆除所有房屋，没有发生一例上访
事件。”

黄营镇朱桥村是渠北重点帮扶片
区的省定经济薄弱村，也是涟水唯一
的少数民族村，工作队驻村帮扶后，结
合其独特的村情和产业特点，多次赴
省有关部门协调争取，成功申请到特
色田园乡村项目资金1600万元，大力
发展肉牛养殖、高效循环农业。现在
的朱桥村，呈现一派“风吹草低见牛
羊”的生态宜居新乡村风光，村民的收
入节节攀高。

工作队心系困难群众，争取各方
资源来涟水开展捐赠慰问，先后开展

“母亲邮包”“音乐种子”春蕾助学行
动，协调爱心企业为涟水捐赠资金和
物资800万元以上。工作队还充分发
挥“五方挂钩”协调小组的作用，从不
同层面推动经济薄弱村的水利、交通
等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村部广场、架设
广场灯、配置健身器材、建设标准公
厕，让村民逐渐享受到市民一般的居
住环境和公共服务。村里80多岁的
李奶奶说：“这真像做梦一样，工作队
给我们村带来的变化太大了。”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
去”。4年来，帮扶工作队涌现出很多
感人故事：2016－2017年度帮扶工
作队任期届满后，半数以上队员主动
要求留任，最终留下7名老队员；有的
队员帮助村里老奶奶找到失联多年
的儿子，骨肉团聚那一刻的哭泣相
拥，让帮扶队员们也流下了欣慰的泪

水；有对夫妻通过培训走上脱贫致富
之路后，成为工作队真情为民义务宣
传员。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是农村家庭
贫困的重要原因。涟水工作队在抓
产业扶贫的路上，更注重健康扶贫，
积极探索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在
苏北率先开展先心病救助和村级医
疗互助，工作队先后分三批组织涟水
近61名贫困家庭先心病患儿到南京
市儿童医院体检筛选检查，其中28名
患儿分批次得到手术治疗，未做手术
的患儿也有了科学的治疗方案，贫困
先心病患儿重获“心”生，点燃了他们
新的希望。

工作队积极探索构筑医疗保障
网，借助“福村宝”村民医疗互助模式，
试点推进村级医疗互助计划，对建档
立卡户住院费用，按病种进行二次报
销，通过“村民筹一点、集体出一点、社
会助一点、政府补一点”方式筹集资
金，按照120元/人的标准投入73.164
万元，将帮扶的17个省定经济薄弱村
6097名建档立卡人口作为一个整体全
部兜底纳入，在此基础上又筹集100万
元设立项目引导资金，对有意愿并可持
续实施医疗互助的镇、村进行奖补，目
前已有东胡集镇全镇23个村、涟城街
道张罗村、高沟镇前进村和街南村先
后实施该项目，受益人口近4万人。
今年以来，符合报销条件608人次，累
计报销108.66万元，其中建档立卡户
190人次，累计报销41.97万元，报销
金额占全部医疗费用的13.2%，占个
人支付部分的1/3左右，成为老百姓
实实在在的“第二医保”，为“两不愁三
保障”构筑一条健康保障线。

省委驻涟水帮扶工作队一系列
卓有成效的成功经验，多次被主流媒
体报道，连续三年在全省扶贫开发工
作会议上交流发言，介绍帮扶经验。
《探索村级医疗互助项目，建立解决相
对贫困长效机制》代表省政府扶贫办，
在全省创新创优项目评选中获得优异
成绩，得到与会专家和评委的高度评
价。反映工作队帮扶工作事迹的《走
进村，扎下根，趟开精准帮扶乡村振兴
大道》入选国扶办全国扶贫先进集体
典型案例汇编。工作队的帮扶工作得
到省领导的充分肯定，其感人故事在
全省干部群众中得到广泛流传。

张建峰 王大进

走进村扎下根,蹚出精准帮扶乡村振兴路
——省委驻涟水县帮扶工作队精准帮扶工作纪实

涟水举办“安东米富富民行动——稻花香里说丰年”直播活动

为涟水县贫困家庭先天性心脏病患儿开展健康扶贫救助活动

参与“福村宝”村民医疗互助的村民领到住院二次报销

我省首个电力
领域全过程工程咨
询试点项目——无
锡 220 千伏绮北
变 电 站 建 成 投
运。该变电站建
设打破传统的业
主、监理、施工的
管理层级，提供从
策划咨询到竣工验
收一体化服务。图
为5日，工作人员
在检查设备。

通讯员 董小强
本报记者 乐 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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