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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苏州市湿地保护管理站
站长冯育青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际湿地公约履约办公室的邀请函，在
2020 年世界湿地日中国主场宣传活
动启动仪式上，他将领取中国绿化基
金会颁发的“生态中国湿地保护示范
奖”。苏州获奖，是江苏湿地保护的
一个缩影。

湿地有“大地之肾”之称。江苏是
全国湿地资源大省，2017 年 1 月 1 日
起，《江苏省湿地保护条例》正式施行，
标志着我省湿地保护事业进入有法可
依的阶段。记者走访省内多处湿地发
现，《条例》施行3年多来，全省湿地保
护步入了正轨、跨上了新台阶。

长江大保护，湿地修复进行时

长达 430 公里的长江岸线，是我
省的重要湿地。省委、省政府明确，
我省生态修复、植树造林的重中之
重，是在长江两岸建设“千里绿廊”，
助力长江生态环境修复和沿江绿色
生态廊道建设。湿地保护、生态修复
旋即在沿江八市展开。

太仓市七圩区外的长江，江面宽
阔。太仓市林业局副局长缪永华说，这
里的江滩地原来是洼地，去年，该市对
七丫口彻底作了整治：低洼处保留湿地
原状，靠近江堤的部分，堆土种树，与芦
苇、湿地构成一个天然的郊野公园。

铁黄沙是常熟市与张家港市共
有的江滩地，面积超过 2 万亩，宽阔
的江滩上，芦苇和灌木茂密，一望无
际。常熟市湿地保护站站长戴惠忠
介绍，常熟市政府把对铁黄沙进行生
态管控和生态涵养恢复放在重要位

置，已完成植被恢复、造林绿化等约
2500 亩，对其他区域自然生长的芦
苇、柳树和野生草地进行天然涵养。
如今，铁黄沙已成为长江生态绿色
岛、长江下游鸟类栖息重要地。

江苏龙袍长江省级湿地公园位
于南京市六合区划子口河与滁河入
江河口之间，该处湿地公园大保护已
经全面展开，包括保护独特的大江大
河湿地景观、保护典型的洲滩湿地生
态系统的原始风貌与结构完整性、保
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和生物多样性等。

万鸟齐飞，湿地成鸟类天堂

江苏盐城湿地珍禽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时近傍晚，天空中突然传来
一阵鸟鸣声，抬头一看，只见成千上
万的鸟成群结队，在空中掠过，“这是
野生鸬鹚，它们正在归巢；那个排成

‘人’形的鸟群是大雁。”保护区管委
会副主任陈浩说，在保护区，万鸟齐
飞的壮观景象每天都能看到。

江苏沿海湿地是“东亚-澳大利
西亚候鸟国际迁徙路线”重要补给站，
每年约 300 万只候鸟来此停歇、越冬
或繁殖，为丹顶鹤、灰鹤、黑嘴鸥、勺嘴
鹬、麋鹿等众多全球珍稀濒危动物提
供栖息繁衍地。2019 年 7 月 5 日，中
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成功
列入世界自然遗产。省林业局局长沈
建辉说，我省对沿海湿地保护一直十
分重视，1983年就批准建立了射阳丹
顶鹤保护区，1992年10月，经国务院
批准，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尽
管土地储备资源十分紧缺，但30多万
亩的保护区核心区，一寸土地也没有

被另作他用过。
进入位于盐城市大丰区的麋鹿保

护区，十多头麋鹿组成的鹿群正在路
边觅食。登上瞭望台，通过望远镜，可
以看到大批麋鹿在海滩上溜达。“保护
区面积很大，为麋鹿种群的扩大提供
了优越的自然条件。”管理人员说，保
护区已经形成了林、草、水、鹿、鸟共生
的生态模式和完整的麋鹿生态系统，
已拥有世界最大的野生麋鹿种群，
2019年末麋鹿总数达5016头。

采煤塌陷地，蝶变湿地公园

徐州市贾汪区潘安湖国家湿地公
园的前身是采煤塌陷地，潘安湖湿地
公园建成后，采煤塌陷地这一“包袱”
变成了资源。坐船行进在潘安湖湿地
公园湖面上，远看各个小岛上乔木、灌
木、芦苇遍地，湖面上游弋着成群结队
的野鸭。湿地公园管理办公室副主任
胡兆龙介绍说，公园的湿地保育及生
态观光区岛屿面积约 2000 亩，“前不
久还有一大群天鹅飞到这里来了呢。”

徐州市泉山区的九里湖国家湿
地公园原来也是采煤塌陷区，如今，
茂密的乔灌草木遍布河、湖、塘、岸和
浅滩之间，湖水清澈。公园管理中心
主任于道平介绍，优良的水质、茂密
的植被，相对隐秘的自然环境，引来
无数水禽来此繁衍生息，在湿地繁殖
生长及迁徙逗留的鸟类多达130种。

省林业局副局长卢兆庆说，这几
年来我省初步建立了以湿地自然保
护区、湿地公园、湿地保护小区等为
主的全省湿地保护体系，它们成为省
内生物多样性最丰富、自然景观最优

美、生态质量最优良、生态服务功能
最强大的重要自然生态资源之一。

鸟类多少，成湿地生态“裁判”

苏州太湖国家湿地公园位于苏
州市高新区，尽管这里离城区不远，
但却已成为鸟类天堂。湿地公园负
责人祝钧介绍，湿地公园湖面上的很
多小岛，是生态修复时专门为鸟类和
两栖动物栖息用的，岛上植被茂盛，
每个小岛附近都有浅滩，很多苍鹭、
白鹭停留在生态浮岛上。冯育青说，
在苏州，鸟类多少，成为湿地保护水
平高低的“裁判”。“截至 2019 年 10
月底，太湖国家湿地公园监测到 126
种野生鸟类，比 2018 年 12 月底新增
了12种。”

苏州太湖湖滨国家湿地公园位
于苏州市吴中区，公园负责人孙强介
绍，沿湖的湖水，透明度达 2 米以上，
茂盛的水草清晰可辨。“水质好坏、水
体的能见度高低，是判断湿地公园生
态环境好坏的最直观因素之一。”他
说，生态改善以后，野生鸟类和水禽
就多了，“这里的野生水禽太多了，望
过去就像一处养鸭场！”

记者了解到，不久前，省林业局
正式公布全省 63 处省级重要湿地名
录。这 63 处省级重要湿地占全省国
土面积的 9.2%，主要分布在长江、太
湖、洪泽湖、滆湖、长荡湖、骆马湖、滨
海滩涂湿地等水源涵养重要区域、生
物多样性丰富区域，以及省内已建立
的湿地类型保护区、湿地公园。

本报通讯员 庹祖权
本报记者 朱新法

我省湿地保护正步入正轨、跨上新台阶 ——

立法3年，“大地之肾”获休养生息

本报讯 3月23日至27日，睢宁
县举办村（社区）干部能力提升专题
培 训 班 ，全 县 400 个 村（社 区）的
1200 名干部参加了线上“云培训”。
这是该县首次举办的大规模、长时间
的干部集中线上教育。

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睢宁充
分运用信息化手段和“非接触”式渠
道，组织开展线上“云培训”，各镇（街
道）设视频分会场，400 个村（社区）
的党组织书记、村（居）务监督委员会
主任、会计，通过视频会议系统，在各
镇（街道）收听收看。

为办好此次培训班，睢宁县委组
织部还通过电话、网络开展调研摸
底，掌握村干部的培训需求。在课程

设置上安排了基层组织建设、党风廉
政建设、脱贫攻坚、村级账务规范管
理、村集体经济增收等针对性强、实
操性强的内容。授课老师为纪委监
委、组织部、农业农村局、财政局等部
门业务骨干，同时邀请优秀镇村书记
分享经验。

各镇在集中培训的基础上，还纷
纷增加了“选修课”。凌城镇、邱集镇
开办晚自习，包片班子成员带领村干
部学习消化视频授课内容；姚集镇组
织专题座谈会，各村（社区）书记结合
实际，围绕疫情防控、集体经济发展、
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谈感受、谈规
划，进一步厘清了工作思路。

（周 洋 崔 璨 李先昭）

特殊时期的特别课堂

睢宁村（社）干部进行“云培训”

本报讯 省委宣传部、省版权
局、省电影局、省文旅厅、省广电局、
省作家协会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
署开展“2020年江苏省优秀版权作
品产业转化重点培育项目”遴选推
荐工作，促进版权创新创作和交易
转化。

《通知》要求，要紧紧围绕服务
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深入实
施“版权兴业工程”，遴选一批创作
导向正确、文化内涵深厚、原创设
计独特、产业转化“双效俱佳”的优
秀版权作品产业转化重点培育项
目，引导全社会提升版权意识和版
权创造、保护、运用能力，努力推动
江苏版权产业高质量发展走在前
列，为“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作出
积极贡献。

《通知》明确，重点扶持原创作
品价值导向积极向上，富有创新

性、艺术感染力和社会效益，同时衍
生产品已产生一定市场经济价值，其
开发推广具有示范性和引领性，对产
业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有积极影响
的项目。入选项目将在有关政策支
持、专项资金申报、展会参展补贴、产
品推介宣传、重点版权保护等方面获
得优先权。

江苏是文化大省、制造业大省，也
是版权大省。近年来，我省通过大力
实施版权兴业促进行动，强化版权创
造、保护、运用，陆续打造了家纺、影
视、动漫、紫砂、丝绸、刺绣、水晶、壁纸
等各具特色、颇具规模和业界影响力
的版权产业集聚区，创建了江苏国家
版权贸易基地，承办了第七届中国国
际版权博览会，举办了两届江苏（南
京）版权贸易博览会，吴江丝绸产业正
在创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保护优
秀案例示范点。 （苏 版）

“2020优秀版权作品产业转化
重点培育项目”遴选推荐启动

本报讯 盐城市纪委监委近日出
台《关于监督推进全市安全生产专项
整治行动实施方案》，成立 6 个专项
监督检查组，分别由委领导班子成员
带队，采取“四不两直”方式，走进部
门、入驻园区、下沉企业，明察暗访，
排查廉政风险点，常态化开展安全生
产专项监督检查。

从去年下半年起，该市纪委监委
梳理分析全市安全生产领域突出的
违纪违法案件，制作警示教育专题
片，用身边人身边事触动和警醒党员
干部。3 月 10 日全市警示教育大会
召开后，用一周时间，由县级纪委监
委牵头，从县四套班子专题学习教育
抓起，将安全生产专题警示教育延伸
到乡镇、街道、园区，做到自上而下警

示教育全覆盖。
针对近年来安全生产领域所查

处案件中暴露出的一些内部突出问
题，盐城还集中一个月时间，部署自
查自纠专项检查活动，要求各地各部
门组织拉网式排查，督促党员干部和
公职人员全面自查自纠，主动向党组
织说明情况，限期整改到位，对不珍
惜机会、不听劝告、虚假整改的，一律
从严从重处理。

“各级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要深
刻领悟‘讲尽责、严自律方能邪不加
身’的道理，要像防控新冠肺炎一样
做好个人防护，加强自我革命，正确
对待权力、用好权力，从容走好人生
路。”盐城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
监委主任王小红表示。 （卞小燕）

自上而下警示 抓实监督责任

盐城开展安全生产监督检查

“你又来啦！放心，记住了，戴口
罩、勤洗手、不串门。”此次疫情防控
期间，每天上午，在扬州生态科技新
城杭集镇新联村，村民老刘都能看到
前来巡查的网格员肖景磊。敲门到
户！排查到人！宣传到位！从乡镇
到社区，所有网格员以“三个 100%”
为要求，在全区 106 个网格里，人、
地、事、物等各类要素，精细、精准、精
确抓好排查防控，坚决守住疫情防控
第一道关口。

“疫情防控期间，我们采取‘1+
5’加密网格的模式，将原来 1 个网格
长负责 300 户加密为不超过 50 户，
赋能基层，便一呼百应，2000 多名专

（兼）职网格员从源头织紧织密织牢
防控网络。‘力量下网格、服务下网

格、管理下网格、责任下网格’，全新
的网格运行机制，保障了小网格释放
大能量。”扬州生态科技新城主要负
责人表示，正是以网格化为基础支
撑，通过党建引领为推进方式，基层
服务创新为动力引擎，新城的社会治
理已经呈现出一幅崭新画卷。

去年杭集镇新联村党总支，拆除
20 多个农户厕所，新建 80 平方米公
厕，路面由3米拓宽到5米，坑坑洼洼
的路面平整了，难闻的气味没有了，
汽车也可以走了，老百姓拍手称快。

如何才能让社会治理真正实现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张网”的工作格
局？扬州生态科技新城突出党建引
领的作用，强化基层组织，以“党员网
格长+党员责任区+党员中心户”的

形式设置网格党小组，持续开展“先
锋惠民”主题实践活动，创新基层党
组织书记“1+1”项目，实践“一党员
一承诺、一干部一项目、一支部一行
动”，实实在在为民办实事、解难题。

“你好，我拿积分兑一斤鸡蛋。”3
月11日下午，扬州生态科技新城杭集
镇夏庄村的居民卞祖兰来到村便民超
市，不花钱拿走了一斤鸡蛋。什么积
分，还能“空手拿鸡蛋”？这是夏庄村
以网格为单位尝试的创新举措——

“正能量加油站”的文明积分，通过记
录“文明账”在精神和物质上鼓励广
大群众开展健康向上的各项活动。
如今夏庄村整洁的村容村貌证明了

“正能量加油站”的成效。
社会治理发展的引擎是创新，除

了夏庄村的“正能量加油站”,杭集镇
新联村的“三三小板凳”群众工作法
架起了党群关系“连心桥”，使“厕所
革命”在乡村基层得以顺利进行。杭
集镇八圩村的“乡贤理事会”成了合
力共建乡村文明的“金点子”，催生了
一批村办企业⋯⋯

如何让社会治理画卷更完美？
相关负责人介绍，生态科技新城将尽
快建成区镇两级社会治理指挥中心，
建设网格化社会治理前沿阵地；同时
计划组建生态科技新城社会治理联
防联控大队，强化基层治理的党建引
领作用，把党支部、党小组建在“网格
上”；依托智慧城市建设，全面提升新
城智慧管理水平。

新城轩 李鑫津

扬州生态科技新城：小网格绘就社会治理大画卷
为统筹审计资源，推动审计工作

提质增效，实现“一审多项”“一审多
果”“一果多用”，日前，泗洪县在对全
县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资金捐赠
款物开展专项审计中，采用了“融合
式”（嵌入式、“1＋N”审计项目）审计
方式，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资金
捐赠款物审计与正在开展的领导干
部经济责任审计、扶贫专项审计、企
业职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审计有
机结合起来，对既涉及疫情防控审计
又涉及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等单
位，疫情防控审计组将疫情防控审计
需核实的财政专项资金分配拨付情
况、使用管理情况、社会捐赠款物接
受情况、分配使用情况和管理及信息

公开等核实的重点以及核实结果反
馈时间、审计事项交接人、交接时间
等内容形成任务“交办单”，交至相关
审计组负责组织实施，确保交办的每
个审计事项在规定的时间内如期完
成。

泗洪县通过打破以单个项目为
主的编制计划，开展“融合式”的做
法，推动实现与审人、审单位、审资
金、审项目的有机融合；把推进“两统
筹”作为实现审计全覆盖、提升审计
监督效能和减轻被审计单位负担的
重要途径。这些措施，破解了人少事
多的难题，促进了审计成果共享，推
动了审计工作效能。

李 红 张纯子

泗洪县：开展“融合式”审计
提升疫情防控审计效能

为全面、客观、真实地记述反映
中国共产党在我省领导武装斗争和
新中国国防建设的历史,展现江苏军
民在江苏大地上解放江苏、保卫江
苏、建设江苏的辉煌历程,根据上级
通知要求,江苏省军区决定正式启动
江苏革命军事馆建设。为丰富馆藏
内容,客观反映历史,更好地发挥以
史鉴今、资政育人作用,教育江苏军
民铭记历史、珍惜今天,激励大家发
扬传统、再创辉煌,特向社会各界征
集江苏地区各个历史时期军事工作
的文物、史料和相关线索。

一、征集范围
征集内容主要是从中国共产党

在我省领导武装斗争和开展军事活
动起至今,不同历史时期的重要史料
和实物。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党中央、中央军委及党和国家
领导人对驻苏部队所下达的命令、作
出的决策和题词,以及驻苏部队取得
重大成果的文献照片、音像、实物等；

2.反映各个历史时期驻苏部队参
加重要战役战斗、重大事件、重要活动
的文献、照片、报纸、杂志、音像、实物等；

3.战争年代连以上单位和主要负
责人、英模人物的印章徽章、奖章、奖
状、奖杯、奖牌、证书及其使用过的武
器装备、办公生活用品、笔记、日记、
书信及缴获的战利品等；

4.战争年代驻苏部队驻地地方政
权及部队印制的代用券邮票、粮票、
钱币等各种票据;

5.战争年代人民群众支前的用具
和反映军民鱼水深情的各种字据、新
闻报道等；

6.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时
期军民联防抵抗匪特及军民共建
的各种典型事迹、珍贵历史资料、
图片等;

7.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时期驻苏部队自身建设和参与地
方建设及双拥共建的各种典型事迹、
珍贵历史资料、图片等；

8.其他有价值的照片、文献资料、
实物和线索等。

二、征集方法
1.社会大众
征集坚持个人自愿原则,对捐献

有价值文物、史料者,江苏革命军事馆
将辟出专栏,刊出捐献者姓名,颁发

《捐赠证书》。特别有价值的文物和史
料,可以进行有偿征集。部分不方便
捐献的文物史料,可拍照制成图版。

2.档案馆、史志部门
采取复制、复印等手段,对重要

文献、图片等内容进行征集。
3.各类纪念场馆
已展出的藏品,采取复制方法进

行征集,部分尚未展出的藏品,采取
捐赠、复制的方法进行征集。

三、联系方式
联系人:徐殿闯
联系电话:025-67855312

19941562399
通信地址:南京市鼓楼区丁家桥

2号省军区政治工作局
邮政编码:21000
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至 2021 年

底前有效
江苏省军区

2020年3月25日

关于征集江苏革命军事馆文物史料的公告

本报讯 3 月 26 日，镇江召开全
市文化旅游发展大会，明确提出把镇
江打造成国内知名的网红城市，成为
长三角休闲度假的旅游目的地。

今年镇江将围绕“文化旅游品
质提升年”的要求，实施全域旅游
建设工程，巩固提升原有景点景区
的同时，今年将突破“三大板块”，
建设长三角休闲度假的旅游目的
地。扬中市启动规划建设省级旅
游度假区，推进城乡公共服务旅游
化。丹徒区打造旅游全要素供给
体系，形成城乡一体化的特色旅游
要素。润州区推进城乡公共服务
体系旅游化，形成多业态、多主题

的城区旅游要素供给体系。
镇江确定四大护航举措：建立

完善镇江智慧文旅综合平台基础
信息数据库，实现文化旅游产业信
息全覆盖，促进市场营销大数据应
用；强化旅游智能化服务，推广 4A
级以上旅游景区门票预约制度，大
力推进旅游电子商务平台线上线
下融合，实现一部手机游镇江；实
施旅游景区“红黄榜”警示制度，并
将“红黄榜”结果纳入年度景区考
核综合评价；组织全时段全方位营
销，把镇江打造成国内知名的网红
城市。

（董超标）

建设长三角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

镇江实施全域旅游建设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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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日 ，常
熟 市 消 防 救 援
大 队 集 训 队 和
古 里 消 防 中 队
的 36 名消防员
挽起袖管，无偿
献血，为战“疫”
助力。
邵金祥 黄 鼎摄
视觉江苏网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