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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塔器林立的石油化工项目，
还是钢梁骨骼的大厦楼宇，只要有焊缝
的地方，都离不开“钢铁医生”的“望闻
问切”。作为中建安装南京华建公司的
一名无损检测员，王海浪善于在细微之
处见真章，螺蛳壳里做道场。成千上万
个细小角落，他都要逐一仔细排查，确
保工程质量安全。善积微者大成，6年
里，他从一名职场新手，成长为“全国技
术能手”、南京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
者，奋斗的足迹遍布全国各地。他是新
时代的先锋产业工人，精益求精地为项
目“把脉问诊”“对症开方”，用精湛的技
术擦亮中建安装“检测调试”名片。

苦练技能 潜心积淀

2013年，王海浪加入中建安装无
损检测团队。3.5万米的检测量、行业
最高标准的工程质量要求，这对于刚
参加上海国家会展中心项目的王海
浪来说，压力重重。他如一头犟劲十
足的牛，扎根工地，埋头苦干，不断汲

取专业知识，在实践中提升岗位技
能。碰到不懂的，就向前辈们请教，
不断追问，不断总结。老同事们都
说，第一次见这么上进的学生娃，还
给他起了“十万个问什么”的绰号。

踏实勤奋，让王海浪在短短三个
月内就成为项目无损检测的中坚力
量，能够独立完成所有工作任务。过
硬的专业检测技能，得到业主和监理
的一致好评，为项目优质履约打下了
坚实基础。

钢结构、压力容器等设备焊缝结
构复杂、种类多、需要检测的方法多
样。为了更好完成检测任务,王海浪
在工作之余，通过自学、送培等方式，
先后取得UT-Ⅱ(脉冲反射法超声检
测)、RT-Ⅱ(射线胶片照相检测)检测
技术资格证书等4项资格证书,拓展
了业务技能。

破茧蝶变 勇挑大梁

四年蓄力，破茧蝶变。2017年9

月,王海浪担任华电至实友化工、大
连化工蒸汽管道工程(二标段)的项目
负责人，这是全国首例输送距离长且
具有耐高温高压特性的蒸汽管道工
程，检测质量要求极高。

为实现优质履约，他带领团队进
行“地毯式检测”推进，过程中不仅运
用射线检测、超声检测、磁粉检测、渗
透检测等常规检测技术,还引入
TOFD、相控阵等先进的无损检测新
技术,节省检测时间的同时，提高了
检测效率和缺陷检出率。经过一年
的艰苦鏖战，2018年8月底，王海浪
团队圆满完成无损检测任务，工程顺
利通过验收。

2019年4月，王海浪在黑龙江省
550万吨/年重油催化热裂解项目负
责8台3000立方米球罐的无损检测
工作。这是他们无损检测团队第一
次对钢制球形储罐运用TOFD检测
技术，没有先例可循，没有经验可
言。面对各方质疑，他们顶住压力，

不断实践摸索，每天在十几米高的球
罐外曲面和内部黑暗狭窄密闭空间
爬行工作，每半小时就需脱离工作环
境，进行身体状况检查调整。在这样
艰苦的条件下，他创造了3个月磨坏
一双钢底劳保鞋的“新纪录”。功夫
不负有心人，王海浪带领团队劈波斩
浪，出色完成了检测工作，赢得业主
的高度认可，又追加4台3000立方米
的球罐检测合同。

脱颖而出 一展身手

2016年底，王海浪被推荐为中国
技能大赛参赛选手，开始了紧张的备
战。为掌握更精密、更系统的无损检
测技术，他每天天不亮就到实验室学
习研究新引进的检测手段，练习中损
耗的探头数以百计。经过3个月的全
封闭训练，王海浪从209名参赛选手
中脱颖而出，夺得无损检测员个人总
分第一名的好成绩,荣获“全国技术
能手”称号。

6年间，王海浪团队先后7次参加
省部级以上职业技能大赛，均取得团
体前三名的好成绩，获得个人金、银、
铜奖十余次，多名团队成员荣获“全
国技术能手”“中央企业技术能手”

“中建系统技术能手”和“南京市青年
岗位能手”称号。

从未好高骛远，也不妄自菲薄，诚
恳坦率的王海浪，勤奋刻苦地走过每
一步。他追求巩固传统技艺，探索并
掌握新的无损检测技术。王海浪说，

“我最大的梦想是，成为让一座座楼宇
广厦拔地而起的优秀工程师，成为一
名光荣的劳动者。奋斗的路上没有捷
径，唯有努力和勤奋，建功立业正当
时，中国梦正在我们手中实现。”

渊由源积而成，丘乃砂累而造。在
这个属于奋斗者的时代，王海浪始终秉
持“质量之魂,存于匠心”的专业精神和
主动钻研、专一求精的工作态度,不驰
于空想、不骛于虚声，在奔跑中奋力逐
梦，勇做新时代的安装追梦人。

王海浪：探微索隐的90后“钢铁医生”中建安装追梦人

本报讯 在12日由新华报业传
媒集团举办的“全球变局 江苏发展”
第二届新华传媒智库年会上，昆山
市、南京市江宁区和溧水区、江苏交
控、南钢集团、徐矿集团等22个县域
和企业入选首批“‘强富美高’新江苏
建设样本调研点”名单。

为全面展示全省在“强富美
高”新江苏建设中取得的新成就，
以高质量发展实现江苏高水平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基本实现现
代化新征程，新华日报社于 2019
年底联合国研智库、省政府研究
室，共同策划并推出“‘强富美高’
新江苏高质量发展样本智库行
动”，旨在以第三方视角进行全方

位调研，在全省发现、推介一批高
质量发展样本，为2020年“强富美
高”再出发，奋力开拓江苏高质量
发展新境界，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
智慧理念和实践经验。

除当日首批授牌的22个“强富
美高”新样本调研点外，样本推荐和
自荐仍在进行中。目前，新华传媒
智库专家组完成对南京市溧水区、
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等5个调研
点的样本采集。按计划，本次“强富
美高”新江苏高质量发展样本智库
行动将在社会推荐、专家调研、权威
认定的基础上，最终推出40家“强
富美高”新江苏高质量发展样本。

（笪 颖 李先昭）

第二届新华传媒智库年会推出

22个“强富美高”样本调研点
2017年，江苏在全国率先全面建

立河长制。三年来，我省河长制从“有
名”到“有实”、从“高强度”向“高质量”，
强力推进河湖突出问题整治，大力加
强长效管护，碧水保卫战、河湖保护战
初战告捷，河湖健康恶化状况得到全
面遏制，且呈现出系统性好转。

河长治水忙 河中碧波漾

冬日的泗阳县众兴镇杨集村十
字河，河水清澈，小鱼游曳。三年前，
十字河还是两头没有打通的一汪死
水，沿岸4个养殖场的排放更是让河
水又黑又臭。

为治理这4个养殖场，十字河村
级河长、杨集村党支部书记黄卫国没
少与养殖户“磨嘴皮子”，算生态大账
与个人小账，帮助养殖户谋划就业创
业方向，最终让养殖户由“要我搬”变
为“我要搬”。他还专门请专家规划，
设计治理方案，对十字河截污控源，对
周边鱼塘、洼地进行疏浚贯通，补植水
生植物，形成高低起伏的生态河道。

河水清了，村里的环境改善了，
吸引一批客商前来投资，村民在家门
口就业。“小河水好大河清，大河水好
江河清，岸上管控好，河水才能长久
清澈。”黄卫国说，只有河长忙起来，
才能让河水变清、经济变活，产生“生
态经济化、经济生态化”的效果。

十字河是我省水质改善的缩
影。全面推行河湖长制以来，我省实

现水污染有效防治、水生态逐渐恢
复、水环境日益改善、水空间持续改
观、水资源不断优化，人民群众对水
生态环境的满意度不断提升。全省9
个设区市列入全国水生态文明城市
建设试点并全部通过国家验收，试点
数量全国第一，试点经验在全国推
广。18个省级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
试点均已通过技术评估验收。

全民共参与 机制创新多

我省建立高标准河长制组织体
系，省级实行双总河长，省委书记、省
长担任省级总河长，省委、省政府领
导担任流域性重要河道、重点湖泊河
长湖长。全省共落实省市县乡村五
级河长湖长5.7万余人，实现全省水
体全覆盖。去年5月16日，省委书
记、省总河长娄勤俭发布2019年第1
号省总河长令，部署在全省开展碧水
保卫战、河湖保护战。

作为张家港市杨舍镇南新村村级
河长，该村党总支书记东国平每天都
要巡一遍河。去年以来，南新村投入
55万元，清淤疏浚河道，整治河床河
坡，修复水生态，并对村工业集中区16
家企业实行污水接管全覆盖，对全村
780户农户实行生活污水接管处理。

在东国平看来，河长不能当“光杆
司令”，而应发动所有村民行动起来，通
过民建、民管、民享，实现长效长治。“村
民要学会自治，成为河道‘管家’，才能

保证整治效果的长效。”东国平说，村里
每月开展“净美河道”评选活动，让保护
河道环境成为村民的自觉行动。

全省各地创新机制，打造生态河
湖“一地一策”样本，建立全覆盖的河
长责任体系。无锡市锡山区设立家
河家塘河长，打通治水护水“最后一
公里”；南通市的乡贤河长、骑行河
长、邮递员河长，均成为管河护水的
重要力量；徐州市建立“河湖长+检察
长”依法治河护河新机制，确保行政
执法和司法保护无缝衔接；泰州市构
建河湖警总长、片长、警长、段长4级
架构；宿迁市建立总河长挂牌督办制
度，对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影响较大
的重点河湖问题挂牌督办。

治水系统化 攻坚“硬骨头”

省河长办综合组组长黄海田介
绍，我省把系统治水作为“强富美高”新
江苏建设的重要内容，以全面推行河
湖长制为统领、以生态河湖建设为抓
手，聚焦河湖长制工作高质量发展，全
力打赢打好碧水保卫战、河湖保护战，
奋力打造江苏平安之水、生态之水、文
化之水、发展之水，努力把全省河湖建
设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湖，助力江
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

以问题为导向，我省精准发力攻
坚“两违三乱”。2017年10月起，全
省持续开展重要水域的乱占、乱建、
乱排“三乱”问题排查整改，目前，省

级下达及各地自行排查的问题完成
率均超九成，全省纳入水利部河湖

“清四乱”问题清单的2050个项目基
本完成整改。2018年底，省委、省政
府部署全省开展河湖违法圈圩和违
法建设专项整治工作，全省累计排查
出“两违”项目 15830 处，已整改
14753个，完成率93.2%，基本实现

“两年任务一年完成”。
水流无界，如何打破治水的区域

壁垒？我省探索建立跨界河湖共建
共治共享的工作格局，与浙江、上海
建立太湖淀山湖湖长协作机制。苏
州市吴江区与浙江嘉兴市秀洲区共
建联合河长制，开展联合巡河300余
次；徐州沛县与山东微山县建立“五
联机制”推进涉湖难题解决；苏州市
与无锡市建立跨市河湖联合河长制；
南通海安与盐城东台建立跨界河流
整治联系会议制度。

今年，我省将继续保持生态文明建
设战略定力，持续推进河湖长制工作，
突出建制提效，推进河长湖长履职。完
善上下互动、横向联动机制，提高工作
成效。全面完成“两违三乱”整治，做好
复岸复绿复原工作，实现全省主要河湖
岸线形态的全面好转。集中攻坚长江
干流岸线清理整治项目，严厉打击长江
水域非法采砂，规范长江干流岸线开发
利用。突出休养生息，构建健康水循环
体系，推进水生态康复。

本报记者 吴 琼

水污染有效防治 水生态逐渐恢复

河长制，高质量发展这三年

矗立在长江南岸的江阴长山，曾因上世纪
六七十年代开山釆石，生态环境破坏严重，地
质灾害隐患凸显。沿江治理，让“残山”重新披
绿装。记者近日来到江阴长山、花山废弃矿山
宕口修复现场，一睹“残山”复绿工程之宏大以
及整治后的山体新颜。

“江阴山本来就少，而最多时曾有92家采
矿厂，2004年禁采。如果开釆到现在，江阴仅
有的山就都没了。”江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副局长陆勇说。“山非常宝贵，再不保护没有
了。”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工作人员肖峰说，现
在在江阴，山上每一块石头都很宝贵，削坡清
理下来的石料，一块也不对外输出，放在山脚
回填。

长山环境地质治理项目负责人沈云飞，是
江阴高新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他
兴致勃勃地带着记者登上长山，只见上百名施
工人员忙碌着，正在对长山山体坡面进行削
坡、锚杆加固、挂网喷播。“长山坡面11万平方
米，整个宕口28万平方米，修复工程2017年
11月30日开工，再过个把月就竣工了。经过
生态恢复，整个宕口、坡面将全部是绿化。我
们播撒的草种是牧草，栽种的是灌木、小乔木，
林草长出来以后，长山的迎江面将是一片翠
绿，很壮观。”

长山废弃宕口坡度极陡，易发生地质灾
害，需要削坡处理。长山环境地质治理项目
由江苏民丰爆破有限公司、核工业华东267
地质勘察院具体施工，施工人员周磊告诉记
者，以前开山采石的立面有的达到90度，一
般要通过爆破削到 60 度以下，难度很大。
山体石质不均匀，有泥宕，也有松的岩体与
硬的岩体，削坡方法要根据经验判断。削坡
后，第一层先要喷客土，在漏网的地方，第二
次再喷，客土中含草籽、树种，土里还加上了
黏合剂、肥料等。“要确保绿植生长起来，喷
涂厚度要在10厘米左右。”周磊说。

施工员张建洪介绍，破碎的岩体还要进
行锚杆加固，一般是打钢筋6到9米，最长打
入山体12米深，再灌注混凝土。长山项目为
了保证边坡稳定，施工人员总共打了19000
米锚杆。

离长山不远的花山，复绿工程刚竣工，
项目位于长江沿线10公里范围内。陕西天
地地质有限公司的顾中原是项目负责人，他告诉记者，花山离江阴市中
心七八公里，沿江高速、京沪高速等都经过花山，因开山采石留下了大量
矿山废弃地和裸露坡面。项目对两侧边坡及顶部完成了喷播复绿，危岩
体进行了锚杆加固，治理面积6.6万平方米。“在75度到 90度的陡坡，我
们用高次团粒喷播植被复绿，只要坡石有裂隙，植物就能生根发芽。”顾
中原介绍，京沪高铁南京汤山段、句容仑山湖、312国道宝华镇项目，用这
种方法当年复绿见效，一年后刺槐、紫穗槐、冬青、狗牙根等灌木已经长
到一人高。

近5年来，江阴市完成了秦望山、稷山等12处矿山宕口治理，面积31万平
方米。2020年，江阴将对21个沿江废弃矿山全面修复，治理面积111万平方
米，总预算1.33亿元。

本报记者 丁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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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从连云港市发改
委获悉，11日至春节，连云港在市区
9个点投放政府储备猪肉，投放量约
320吨，投放价格按低于市场平均零
售价格的10%左右销售。

春节临近，不少市民开始购置年
货，作为过年团聚餐桌上的主角之
一，猪肉价格更是备受关注。12日，
记者在海州区大润发超市二楼售卖

猪肉的柜台看到，肉品区牌子边悬挂
着的“市政府惠民储备肉投放点”标
识牌十分明显。冻五花肉、前腿肉、
后腿肉、前腿骨、后腿骨、排骨被整齐
摆放在冰柜里，吸引众多市民前来选
购。“买了300多块钱的，肉品质量很
好，价格也便宜，就来多买一点，过年
前灌香肠、做腊肉都比较划得来。”前
来选购的市民石大妈说。

此次政府储备猪肉每斤销售价
格为：冻五花肉25元/斤、前腿肉17
元/斤、后腿肉17.2元/斤、前腿骨13
元/斤、后腿骨13元/斤、肋排30元/
斤、前排17元/斤。

“我市的投放品种比起省内其他
部分城市更丰富，分割处理更精细，
更加方便市民购买，且与市场鲜肉价
格相比降幅达30%以上，比市场同品

类冻肉价格降幅达15%以上。从各
超市反馈的情况来看，随着政府储备
肉的投放，市场生鲜肉的价格也开始
出现下调，政府投放储备肉的稳价惠
民效果已显现。”市发改委党组成员、
副调研员毛智勇说。

记者走访几个市级储备冻猪肉投
放点时发现，虽然投放的储备冻猪肉
价格便宜，但与购买鲜肉的热情相比，
购买储备冻猪肉的消费者相对要少一
些。毛智勇表示，“个别消费者对冻肉
还存在一些误解。”在规范的国家储备
肉管理制度下保存的冷冻肉与新鲜肉
具有同样的营养安全性，冻肉除了色
泽上不如鲜肉，其营养价值并不比鲜
肉低，市民可以放心购买。

（赵 芳 纪 艳）

连云港投放320吨储备猪肉
按低于市场零售价10%左右销售

春节前后是农产
品消费旺季，由于去年
农民种植的农作物普
遍丰收，主要农产品价
格稳定、供应充足，部
分农产品价格略有下
降。图为13日，宿迁
市华东农业大市场菜
贩们在整理蔬菜。

郑绪军摄
视觉江苏网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