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故事】

居民每天产生什么垃圾、什么时
间投放、哪类垃圾回收多，鼠标轻轻
一点，便可迅速显示在南京市栖霞区
尧化街道垃圾分类大数据中心大屏
幕上。通过智能呈现，为更好开展垃
圾分类提供依据，是朱星龙2019年
努力的目标之一。“目前南京有30多
万户居民注册我们的垃圾分类积分
兑换卡，通过后台系统，可以马上追
溯每个小区、每户居民的参与行为，
数据真实又详细。数据分析可为垃
圾分类集中投放点怎么建、如何管等
提供科学指导，更有针对性地开展垃
圾分类。”

早在2009年，因工作中接触到
垃圾收运，朱星龙在老家重庆便对垃
圾分类有了早于很多人的认识。
2014年，借南京举办青奥会的契机，
他来到南京，成立南京志达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率先参与尧化街道的垃圾
分类试点探索，给居民注册垃圾分类
卡，通过分类投放、积累积分、用积分
兑换商品或服务等方式，在源头引导
居民参与垃圾分类。“过去因为政府
支持力度没有现在大，我们进小区开
展垃圾分类，常遇到物业阻拦等各种
困难，如今，街道、社区等积极动员、
宣传居民参与，阻力在逐渐减小。”朱
星龙说。

2019年7月，上海进入垃圾分类

强制时代，推进中，撤掉垃圾桶、定时
定点投放垃圾的做法成为亮点。凭
借在尧化街道5年推行垃圾分类的
居民基础，朱星龙团队与街道、社区
一起，学习上海经验，率先在金尧山
庄小区“撤桶”。由于撤掉垃圾桶直
接关系居民的生活习惯，他们很快便
遇到各种问题。“‘撤桶’前我们先要
建设一个垃圾分类集中投放点，要去
与居民做大量的解释沟通工作。”朱
星龙说，问卷调查、介绍“撤桶”好处、
什么时候开始、之后垃圾怎么扔，金
尧山庄共有508户居民，他们与社区
几乎每家每户上门7次，让他印象最
深也最无奈的是，曾有居民提出集中
投放点太远、能否帮忙上门收垃圾的
要求。经过反复上门协调，前后近半
年，才得以在小区实现“撤桶”、定时
定点投放垃圾。

如今，没了垃圾桶的金尧山庄小
区，居民垃圾分类参与率高达98%，尽
管过程没那么顺利，但结果给了朱星
龙很大信心。让他同样开心的是，
2019年他们在南京开办近50家垃圾
分类积分兑换超市，让居民在丰富的
兑换商品和服务中，有了更好的体验，
参与垃圾分类的积极性不断提高。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我们的办
公楼里只在一楼有一处可扔垃圾的
地方，其他地方没有垃圾桶，70名员
工喝完的饮料瓶、纸巾等，要么去专
门投放点扔，要么自己带回家。整栋
楼里只需要一个阿姨就可完成保
洁。”在他看来，垃圾分类的成功开展
需要每个人参与，需要每人对自己产
生的垃圾负责。

去年垃圾分类得到全社会广泛
关注。当被问到接触垃圾分类 10

年，是否早就期待这一天到来时，朱
星龙直摇头。“随着关注度上升，百姓
参与意识也在不断增强，这是我很高
兴看到的，但同时也感受到更大的压
力。”他坦言，在全社会重视下，很多
人都希望立竿见影看到垃圾分类的
成效，但事实上，垃圾分类涉及每个
人日常行为习惯，改变与培养需要久
久为功。“我接触垃圾分类这些年，只
遇到过两个人，他们将垃圾分类做到
极致。用过的牛奶盒、塑料袋等洗干
净分好类，给我们拿到积分兑换点。”
朱星龙感慨，垃圾分类涉及太多内
容，是一个社会治理话题，把垃圾分
类做好，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这也
是他的梦想。

【2020祈愿】

我们将以前期金尧山庄小区
“撤桶”实践，在南京更多小区展开
垃圾定时定点投放。为推动更多老
百姓参与垃圾分类，2020年我们计
划在江苏开设100家垃圾分类积分
兑换超市，以更丰富的商品、可看书
可饮水等更便民的服务配套，让老
百姓如逛商店一样，在贴心的服务
中参与垃圾分类，收获更多幸福
感。希望南京等城市尽早完成立
法，为垃圾分类进入强制时代提供
法律支撑，让垃圾分类成为每个人
的法定义务。

【专家点评】

省住建厅城管局副局长 夏 明：
近年来，随着全省经济社会的快速发
展，城乡生活垃圾产生量年均增长
率一直保持在 7%左右，生活垃圾终
端处置压力不断增大。实行垃圾分
类，有利于节约使用资源、改善群众
生活环境、提升社会文明水平。朱
星龙矢志环保十余载，专注垃圾分
类治理，发挥专业企业优势，在政府
与居民间搭建沟通桥梁，有力推动
垃圾分类全民共治，引领了垃圾分
类新时尚。

今年以来，全省广泛开展垃圾分
类宣传引导工作，目前 1.7 万多个小
区、2万多个单位都实行垃圾分类，取
得阶段性成果。希望更多居民积极
参与垃圾分类，全社会人人动手，一
起来为改善生活环境作努力，一起来
为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作贡献。

本报记者 白 雪
实习生 金亦炜

动员定时定点扔垃圾，每户上门达7次之多——

你的弃物背后，是他的理想

本报讯 9日，由中国欧盟商会
南京分会主办的2020欧盟企业与江
苏省政府交流会在南京召开。该交
流会旨在为在苏欧盟企业与政府部
门搭建沟通与交流的平台，优化地区
营商环境，助力江苏高质量发展。省
商务厅、省生态环境厅、省工业和信
息化厅、省政府外事办公室、省税务
局等部门以及70余家欧盟企业近
120位代表参会。

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在致
辞中表示，“一带一路”建设显示了更
加开放的姿态，1月1日实施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将为外资企
业带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更优良
的投资环境。“欧盟企业可以充分利
用江苏开放的环境，培育不断增长的

市场，打造更加完善的生态链。”
省商务厅副厅长孙津表示，江苏

正着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增创改革
开放新优势，经济结构调整、开放创
新和营商环境的不断优化将为外资
企业带来更多发展机会。“欧盟企业
的技术、江苏制造业方面的能力以及
中国巨大的市场，一定会为企业发展
插上腾飞的翅膀。”

交流会上，中国欧盟商会南京分
会董事会主席魏博还分享了《2019/
2020欧盟企业南京建议书》。他建
议建设中小企业园区，不断提升职业
教育水平。“设立中小企业园区将有
助于推动创业，助力南京成为寻求在
华投资的小型企业首选之地。”

（卫 鑫）

欧盟企业与江苏省政府
交流会在宁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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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日，以“融数字 创经
济”为主题的江苏数字经济高峰论坛
在南京举行。知名专家学者、企业代
表等近400人参加。论坛由省工商
联、新华报业传媒集团主办。

当前，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
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日新月异，数
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新旧动能
接续转换加速。江苏作为经济大省，一
场以数字化为形式、技术为手段、经济
转型升级为目标的变革，已拉开帷幕。
统计显示，江苏上云企业超过22万家，
物联网业务收入占全国“半壁江山”，数
字经济规模居全国第二。

论坛上，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
首席经济学家管清友，国务院发展研

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研究室主任
戴建军分别就2020年中国经济十大
预测、数字化转型对生产方式和产业
格局的影响和应对发表主旨演讲。

去年6月，江苏省数字经济商会
在全国率先成立。论坛中，商会发布
了《江苏省企业数字化转型白皮书》，
明晰数字化经济内涵，探索企业数字
化发展的路径，首次公布了企业数字
化转型的评价体系。

论坛上，江苏企业创新联盟成
立。该联盟将整合联盟成员的创新
资源，建立技术互通、发展互动的创
新“生态圈”，进一步启发企业家的创
新思维，激发企业创新活力。

（邵生余 丁茜茜）

江苏数字经济高峰论坛举行

本报讯 9日，省政府在南京举
行“江苏友谊奖”颁奖仪式，副省长马
秋林为获得2019年度“江苏友谊奖”
的外国专家颁奖并讲话。

马秋林代表省政府向获奖外国
专家表示祝贺，对他们为江苏发展所
作的贡献表示感谢。他表示，广大
外国专家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成
熟的管理经验和不同的文化理念，成
为江苏现代化建设、创新生态形成的
重要力量，也与江苏人民结下了深厚友

谊，成为江苏对外交流互鉴、合作共赢
的友好使者。他强调，江苏将深入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发挥“一带一路”交汇点、长江经济带先
行先导区、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叠加优
势，实行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
效的人才政策，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全省各级政府部门和用人单位要进一
步强化人才开放意识，完善外国专家
工作政策举措，为外国专家工作生活
提供更多便利和更大舞台。（唐 悦）

“江苏友谊奖”昨在南京颁奖

本报讯 9日上午，中国共产党
南京大学委员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开
幕。江苏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燕
文出席并发言。江苏省政协副主席、
南京大学党委书记胡金波，中科院院
士、南京大学校长吕建等出席大会。

王燕文表示，南大是江苏最为闪
亮的教育名片，江苏是南大最为深厚
的发展沃土。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
往全力支持南大的发展，助力南大谱
写最动人的改革乐章、最澎湃的奋进
旋律。希望南京大学牢记初心使命，
更好担当作为，在新的起点上以“双
一流”建设的坚定步伐和扎实举措，
不断开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南大风
格的世界一流大学的新局面，坚持党

的全面领导，在党的建设上持续加
强，努力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
学；坚持立德树人，在人才培养上提
高质量，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坚持
内涵式发展，在改革创新上勇于探
索，努力提升办学治校的核心竞争
力；坚持服务大局，在决策咨询上更
加有为，努力为推进高质量发展提供
强大智力支撑。希望南大在新一届
党委领导下，立足新时代、开启新征
程，进一步把握江苏脉搏、扎根中国
大地、面向世界一流，为实现“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杨频萍）

南京大学
第十一次党代会开幕

“跟往年一样，三个女儿，每家住
两天。”

“今年谁家都不去，就在家过
年。”

1月8日,涟水县成集镇条河村。
王孟先和老伴洪桂华，这对八旬老夫
妻，坐在小院里盘算着即将到来的春
节如何过。“今年住上了‘小洋房’，过
年的方式想改变一下。”王孟先说。

“快进来坐！”见到记者来访，王
孟先热情地在门口招呼着。在他身
后，是一座白墙黛瓦的江淮风貌农家
小院。作为条河村第一个搬进新房
的村民，王孟先最早尝到农房改造的
甜头。

长方形的院子足有 30 多平方
米，“不想动了，我们坐在这里晒太
阳；想动了，去村里的大广场、大戏台
看热闹。这生活，过去谁想得到！”王

孟先拉着记者，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
参观。“三个卧室，两大一小，两个大
的都装了空调。我这80平方米房子
没有公摊面积，很多来看的人都说，
比他们城里住的100多平方米的房
子都宽敞。”

院里晒着香肠，客厅墙上挂着液
晶电视，冰箱里塞满水饺、豆腐、千张
和鸡蛋。“这是政府送给我们贫困户
的新年礼物，今年春节就在新家过。
到时电视一开，空调一吹，什么都不
缺，舒服得很，还去打扰晚辈们干
嘛！”王孟先笑着说。

过年没有准备猪肉吗？“那是我
没买。别看我们是低保户，吃喝什么
的不缺。政府每个月给600元低保
金，女儿女婿每次来也不打空手。想
吃什么，骑上电瓶车几步就溜到成集
街上买，方便得很。”

过去数十年，王孟先夫妇一直住
在50平方米的泥砖房里。说起老房
子，洪桂华皱着眉头直摆手。“那都不
能提，太老了，一到下雨天就漏，拿盆
桶在下面接。下完了，堂屋里就是烂
泥地。桌椅、橱柜上都爬上霉斑。”

多年来，王孟先夫妇一直靠自家

的3亩地为生。“以前我们种水稻、花
生、玉米，但现在身体不行。”4年前，
王孟先查出患直肠癌，好不容易借到
钱做了手术，老伴又因冠心病住院。

“那时候房子不塌不漏雨就是好事，
哪还想过换房子！”

“2018年，镇里要集中给我们盖
新房，8个生产队328户一个月签约
315户。新房有80、138、168平方米，
有钱的选大的，没钱的选小的。也可
以不要，拿钱自己去城里买。我老屋
小，换80平方米的还需要自己贴钱。
那段时间心焦得夜夜睡不着，怕分不
到房子。好在镇里知道我家情况，接
济我1万元，把新房子定了。”

更让王孟先没想到的是，新房施
工期间，他被选为群众代表，监督房
屋建设质量。“看着自己的房子从地
基开始，一砖一瓦，心里高兴。”

去年夏天，一期87套新房全部
建成。黑色柏油路，有桥有水，两岸
栽种各种树，还有广场和戏台，仿佛
走进江南水乡风格的别墅区。“我家
第一个拿房，第一个搬进小区。时间
我记得清楚，是农历六月初二，一辈
子都记得。”王孟先说。

考虑到老两口年事已高，村里又
为他们筹资装潢。交付到他们手中
的，是一栋粉刷好墙、安装好水电、铺
好瓷砖的新房。三个女儿又相继为
他们置办家电家具。如今，三室一厅
一厨一卫的新家跟城里的没差别，小
院里还布置上花花草草，门口种上桂
花树。

“村里还给每家配了一分大的小
菜地，可以自己种点菜，明年开春就
分到大家手里。”王孟先说，“原来的3
亩土地也流转了，村里会帮我安排公
益岗位。”

王孟先的日子好了，省定经济
薄弱村条河村的村民，日子也都好
了。除了集中居住区，条河村还建
了香菇园、果蔬园、西瓜园、马铃薯
园，发展富民产业。仅投资600万
元、占地1000亩的香菇园，每年就
可为村集体经济增收20万元以上。
镇党委书记黄勇告诉记者，“厚”了
家底，“直”了腰杆，省定经济薄弱村
正快步奔小康。

本报通讯员 李 孙
见习记者 陈海霞 张莎沙

本报记者 蔡志明

低保户换了房，春节要暖新家

春节临近，全省各地华灯璀璨，年味渐浓。图为8日，在南京市宝塔公园拍摄的布置在秦淮河水面上的大型灯组。新华社发

本报讯 9 日，记者从正在
参加南通市十五届人大四次会
议的如东县代表团获悉，去年，
该县预计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020 亿元，同比增长 7%，增幅
南通第一。

5日举行的海安市委十三届
八次全会也传出喜讯，预计2019
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100亿元
左右。这意味着南通5个县（市）
全部跻身“千亿俱乐部”。

全国 1800 多个县（市）中，
2018年经济总量超过千亿的只有
30个，分布在江苏、浙江、山东、湖
南、福建、陕西6个省份，其中江苏
占据12席，昆山、江阴、张家港、常
熟“苏南四小龙”领跑榜单。记者

发现，2016年海门经济总量超过
千亿，是“千亿俱乐部”首次出现苏
中县（市）身影，此后如皋、启东、泰
兴、靖江相继突破。随着海安、如
东的最新入围，南通成为苏中苏北
首个所有县（市）均晋级“千亿”的
设区市。

记者注意到，南通市两会期
间，南通市委书记徐惠民参加县
（市）代表团审议，对部分县（市）进
一步追赶超越提出要求——启东：
跑好对接浦东“第一棒”，百强县市
排名年年进两位；如东：发展速度
争第一，百强排名升十位，为南通
争当全省沿海崛起龙头作贡献；海
安：高质量发展争第一，百强排名
进入前二十。 （徐 超）

南通5县（市）全部跻身
“千亿俱乐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