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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省司法厅近日发布2020
年度司法行政十项惠民实事项目，让
法治建设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

实事项目主要包括：打造“立法民
意直通车”，在县乡村司法行政机关和
服务站点普遍设立立法民意征集区，
在江苏法网和12348热线、“法润民生
微信群”设立立法民意征集板块。依
托司法所、村社区司法行政工作站组
建“立法民意团”，吸纳专家学者、律

师、法治类社会组织和群众代表加入，
健全社会各方参与的立法意见征求机
制。加强涉民生重点领域法治督察，
持续开展涉及群众切身利益重点领
域的法治综合督察和专项督察，建设
全省统一的行政执法综合管理监督
平台，探索开展执法监督进社区、进
企业等活动，及时发现解决行政执法
不作为、乱作为问题，不断提高行政执
法社会满意度。 （邢媛媛 倪方方）

省司法厅发布十项惠民实事

本报讯 记者 8 日从省审计厅
获悉，自审计署在全国组织开展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资金和捐赠款物
专项审计以来，江苏省各级审计机关
共组成 138 个审计组，派出 705 名审
计人员与各级防控指挥部、物资保供
组以及有关部门单位和组织进行对
接，围绕“五审五促”，紧扣疫情防控
财政专项资金、社会捐赠款物、重点
保障企业等，扎实推进疫情防控资金
和捐赠款物专项审计。

我省审计部门重视审计资金流
向，力促专款专用。通过审计各级财
政部门，掌握疫情防控财政专项资金
的总体规模、安排分配和拨付使用情
况；通过民政部门了解、监测当地社
会公募组织，关注社会募捐的运作管

理情况；通过对红十字会、慈善组织
等接受社会捐赠单位的审计，掌握疫
情防控社会捐赠款项的总体规模、分
配使用和结余情况。

针对疫情防控物资的采购环节，
我省审计聚焦决策过程、采购价格和
资金拨付，审查采购价格是否合理，
检查资金拨付是否符合合同约定，是
否存在资金已支付、物资长期未收到
的问题。针对疫情防控物资的分配
环节，聚焦分配的合理性，重点关注
物资是否按防疫需求合理分配，是否
做到统筹调配和高效使用。对于重
点防控物资保障企业，审计部门重点
关注企业申请贴息贷款的渠道是否
畅通，资金使用是否合理有效。

（肖 翔 朱守文君 朱 璇）

紧扣疫情防控资金和捐赠款物

“五审五促”扎实推进专项审计

本报讯 据省卫健委 9 日发布消
息：4月8日0-24时，江苏省无新增境
外输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无新增本地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无新增无症状感染
者，解除集中隔离和医学管理3例。

截至4月8日24时，江苏省累计
报告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20 例，出院

2 例，尚在院隔离治疗 18 例。累计
报告本地确诊病例631例，累计出院
病例631例。

目前，追踪到确诊病例和无症状
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13429人，已解
除医学观察13167人，尚有262人正
在接受医学观察。 （仲崇山）

8日我省无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按照国家发改委近日发布的《长
江干线过江通道布局规划（2020—
2035 年）》，至 2035 年，江苏境内共有
44 座过江通道，包括跨越主江 41 座，
另有崇海、沪崇（北沿江铁路）北支公
铁两用通道和崇启大桥 3 座。这些过
江通道将全面推动跨江融合和都市圈
发展，有力支撑长三角一体化和长江
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8”：我省新增8座过江通道

江苏已有过江通道14座，在建过
江通道8座。与我省最近发布的过江
通道规划相比，此次列入国家规划的
过江通道中，有8座是新面孔，也就是
说江苏新增 8 座过江通道写入国家规
划。其中南京就占了 4座——南京地
铁17号线过江通道、南京地铁13号线
过江通道、南京市域快线18号线过江
通道、南京地铁14号线过江通道。另
外还有金山过江通道、润扬第四过江
通道、靖澄过江通道、海太过江通道。

“12”：建成后平均间距12公里

长江江苏段干流总长约 430 公
里，预计至 2035 年，过江通道平均间
距将由现在的 31 公里缩短到 12 公里
左右。而纵观过江通道规划图，南京
段的过江通道可谓是“密密麻麻”，犹
如一根根火柴棍摆满江面。

密度有多大？长江南京段 98 公
里，规划24座过江通道，平均4公里不
到就有一座。尤其是长江二桥与三桥
间穿越主城区的29公里水域，就分布
15座过江通道，平均不到两公里就有一
处，其中还包括大量的免费过江通道。

“15:16”：桥隧数量比几乎持平

过江通道“桥隧之争”曾持续很
久，江苏41座跨越主江的过江通道桥
隧数量之比是多少呢？根据此次公布
的数据，41 座通道中桥梁 15 座、隧道
16 座，还有 13 座过江通道的模式需
要进一步论证。

不过我们也能看出，以桥梁形式过
江在过去是主导模式。江苏已建成的
14座过江通道中，桥梁占10座，包括南
京长江大桥、江阴长江公路大桥、南京
长江第二大桥、润扬长江公路大桥、南
京长江第三大桥、苏通长江公路大桥、
南京大胜关铁路大桥、崇启大桥、泰州
长江公路大桥、南京长江第四大桥等。
而规划中的过江通道大多是隧道模式。
国家发改委明确要求，长江下游等重点
河段应坚持“少桥多隧”“宜隧则隧”的
原则。这一方面是缘于技术的进步，
同时也是基于生态环保的更高要求。

“13”：13座过江通道重点推动

目前，江苏在建过江通道共有 8

座。沪通长江大桥、五峰山长江大桥
和南京长江五桥将于今年通车，和燕
路过江通道2022年建成，建宁西路过
江通道、仙新路过江通道 2023 年建
成，龙潭长江大桥和常泰长江大桥
2025年建成。

根据《规划》，2025 年前全国将
重点推动实施 79 座过江通道，其中
江苏 13 座，分别是：锦文路过江通
道、南京地铁 4 号线过江通道、南京
市域快速轨道过江通道、南京上元
门过江通道、南京七乡河过江通道、
龙潭长江大桥、宁仪城际铁路过江
通道、润扬第二过江通道、江阴第二
过江通道、江阴第三过江通道、张皋
过江通道、苏通第二过江通道和海
太过江通道。

预计至2025年，江苏已建和在建
过江通道数量将达30座，过江通道瓶
颈基本缓解。至2035年，已建和在建
过江通道数量将超40座，形成功能完
善、安全可靠的过江通道系统，实现长
江两岸区域间、城市间多通道、无障
碍、一体化、便捷高效连接，促进宁镇
扬、锡常泰、（沪）苏通经济板块紧密融
合发展和江苏区域协调发展，较好地
策应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区域一
体化发展等国家战略实施。

本报记者 梅剑飞 刘海琴
制图 杨晓珑

﹃
数
﹄
说江苏过江通道布局规划

最密集处平均间距不到两公里

本报讯 计划于今年底通车的南
京长江五桥建设进入快车道。4 月 8
日零时 10 分，五桥 A2 标段南塔边跨
顺利合龙。

南京长江五桥有两个主跨、两个
边跨，目前南北边跨梁段的吊装均已
完成，接下来就是关键的合龙工程。
南塔边跨合龙工程从 7 日晚 7 时开
始，一直持续到 8 日零时 10 分，需要
将 6 榀边跨梁段，与南塔侧 SB14#梁
段合龙。中交二公局项目副经理蒋能
世介绍，梁段受温差影响较大，在晚上
气温比较恒定的时候拼装效果是最佳
的，所以他们选择在凌晨进行五桥南
边跨的合龙。“两片梁要完美拼装的
话，上面两三百个孔在进行高栓拼接

时要做到分毫不差。”
南京长江五桥南塔边跨合龙后将

暂时移交相邻标段进行焊接工作。焊
接完成后，合龙段将进行湿接缝及底
板混凝土浇灌施工。五桥北塔边跨合
龙也将于最近几天实施，两个边跨合
龙后，五桥将全力冲刺主跨梁段吊装，
预计今年6月实现主桥合龙。

南京长江五桥位于长江三桥下
游约 5 公里、长江大桥上游约 13 公里
处，设计为双向六车道，设计行车速
度每小时 100 公里。计划在今年底
建成通车。届时，市民开车从南京河
西江山大街经长江五桥前往江北的五
里桥，行驶时间不超过10分钟且全程
免费。 （梅剑飞 朱 璇）

南京长江五桥南边跨合龙

九日

，南京建宁西路过江隧道施工现场

，工人在加紧制作

盾构始发井地连墙钢筋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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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日上午，江苏省检察院、
省公安厅联合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
依法惩治妨害疫情防控违法犯罪情
况。截至4月7日，全省检察机关共提
前介入涉疫情防控案件490件754人；
受理审查逮捕150件178人，批准逮捕
128 件 144 人；受理审查起诉 197 件
234人，提起公诉159件182人。

省公安厅副厅长陈旭介绍，全省
公安机关发起“蓝剑 1 号”打击行动，
重点打击妨害疫情防控、损害企业权
益、危害安全生产、侵害民生利益 4
类违法犯罪活动，先后共查处案件
2293起、1130人，查扣伪劣口罩等防
护用品463万余件，涉案金额达5868
万余元。1 月下旬以来，全省公安机
关共立案查处涉疫刑事案件 3399
起，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2854 人；
查处涉疫治安行政案件 11248 起，依

法行政拘留2249人。
从罪名上看，全省检察机关办理

的涉疫情案件中，网购口罩类诈骗，
生产、销售假口罩、假防护服、假额温
枪等制假售假类犯罪较多，两类犯罪
共占起诉案件总数的 65%。在犯罪
手段上，信息化、网络化特征明显，犯
罪嫌疑人通过微信、QQ、淘宝等网络
平台实施犯罪，传播速度更快，危害
范围更广，社会危险性更大。

在涉疫案件的办理中，检察机关
与公安机关不断强化司法联动。南
通港闸区公检法机关通过远程视频
开庭审理方式，快速办理全省首例网
络诈骗防疫物资案，7 天走完从接报
案件到起诉审判全部流程；灌南县检
察院在办理一起“黑车”案件中，针对
案件暴露出的春运安全和疫情防控
中的风险隐患，及时向交通运输管理

部门发出检察建议，推动开展专项整
治活动。

省检察院副检察长王方林介绍，
目前，省检察院共对 159 件案件同步
审查，对 35 件重大疑难案件重点把
关，确保精准适用法律、准确打击犯
罪。截至 4 月 7 日，全省检察机关共
发现涉疫公益诉讼案件线索 164 件，
向相关行政机关移送线索 18 件，已
立案 139 件，发出诉前公告 61 件，向
行政机关发出检察建议 26 件，行政
公益诉讼磋商结案 13 件，提起刑事
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1件。

在疫情期间发生的黄某诈骗案
中，被害单位是火神山、雷神山建设
项目供货商，检察机关提前介入，配
合公安机关及时梳理资金流向，挽回
企业全部损失，并向企业赠送《复工
复产知识问答》，最大限度减少犯罪

对企业的损害。
在指导取证的同时，全省检察机

关坚持关口前移，依法严惩妨害复工
复产违法犯罪，把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作为重要工作内容。省检察院还制
定出台《关于依法服务和保障疫情防
控期间企业复工复产的指导意见》，
指导各地通过司法办案、参与社会治
理，保障企业复工复产。

公安机关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
向、结果导向，在健全制度、强化培
训、规范执法等关键环节上精准发
力，把依法防控疫情的要求落细落小
落到实处。对破坏生产经营、侵犯知
识产权以及盗窃、诈骗企业财物等涉
企案件，坚持打击犯罪与追赃挽损同
步发力，集中优势警力快侦快处，共
为企业挽回损失6750余万元。

（卢晓琳 方思伟）

检察、公安机关合力保障防疫护航复工复产

全省 144 人因妨害防疫被批捕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
时强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必须抓好城市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运用大数据、云计
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推
动城市管理手段、管理模式、管理理
念创新，从数字化到智能化再到智慧
化，让城市更聪明一些、更智慧一些，
是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必由之路，前景广阔。这启示
我们，提升城市治理水平，要更加重
视依靠科技赋能。

城市日常管理、水电气和居民日
常生活用品供应等是复杂的系统工
程，发生灾害事故时其复杂程度往往
呈指数级上升，对治理能力的要求随
之提高。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科
技手段的使用、智慧城市的建设发挥
着重要作用。例如，“苏康码”的应用
大大提升了人员流动管理的科学性、
精准性，在复工复产中起到了重要作
用；“云课堂”“云签约”“云招聘”“农
技耘”等为人们提供了线上开展活动
的平台，确保社会经济生活有序运
转。科技应用极大提升了城市治理
能力，不仅为疫情防控提供了帮手，
也将让城市更富智慧、更有魅力。

用大数据优化城市“大脑”，让决策
更科学、更有针对性。现代城市内涵丰

富，包罗万象的生产生活过程构建着一
套完善的大数据收集、统计、分析、上报
系统。依托这样的系统，可以实现城市
智慧管理：从车的行与停、人的聚与散，
到街市百态、舆情民意；小到井盖、路
灯，大到桥梁、隧道，城市管理地图经过
数据精心描摹，助力寻找治理方案。在
灾害预警方面，数据分析有助于提升反
应速度。如防控传染病的决策，综合分
析某个地区居民看病挂号集中度、在互
联网上的搜索历史、医疗产品的购买行
为等大数据，或许可为决策者及时作出
科学判断提供依据。

用数据流提升城市舒适度、便捷
度，让生活更有魅力。动动手指完成

“不见面审批”“网上办事”，足不出户
享受生活用品配送便利，出门只需带
手机“一码走天下”⋯⋯满足人民群众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使市民少些跑腿
烦恼、多些“云端”幸福，就需要让数据

“跑”起来“活”起来，发挥数据流的生
产要素作用。通过互联网、物联网、云
计算、大数据和网格化管理等技术的
创新应用，实现深层次信息共享和业
务协同，促进公共服务精准化、智能
化，探索创造城市发展新形态。

科技应用为治理“大城市病”提
供了答题思路。一方面要引进高层
次专业人才，推进城市智能化建设，
另一方面要积极引导人们崇尚科学、
拥抱科技，乐于掌握新知识、善于应
用新技术，将数字技术与公共服务需
求深度融合，以数字赋能推动管理提
档、服务升级，真正做到用科技为城
市治理与发展赋能。

用科技赋能
城市治理与发展

袁 媛

▶上接 1 版 全面提升议案建议工作
质效，扎实推进代表履职能力建设，
着力建强各级人大代表工作机构，推
动新时代江苏人大代表工作迈上新
台阶。

邢春宁在主持会议时指出，要深

化思想认识，压实工作责任，细化具
体措施，把娄勤俭书记批示精神和会
议要求贯彻好落实好。

南京、盐城、扬州市人大常委会
和省交通运输厅负责同志及省人大
代表作交流发言。

▶上接1版 充分激发和释放民营企业
专业技术人才创新创造活力，大力支持
民营企业改革创新的有力探索和尝试。

亨通集团副总裁鲍继聪表示，集
团现有专业技术人才1万余名，但拥有
中级以上职称人员不足1000名，高级
职称人员不足200名。此次获批工程
系列高级职称评审权，对于激励集团广
大专业技术人才，强化人才支撑引领，
吸引集聚更多高端创新人才，阶梯式培
养青年人才都将起到良好促进作用。

近年来，江苏纵深推进职称制度

和人才分类评价改革，向用人主体放
权、为人才松绑。在服务民营经济高
质量发展方面，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
等、规则平等，消除各种隐性壁垒，进
一步畅通职称评审渠道、完善职称评
价标准、优化职称结构、贯通高技能人
才和工程技术人才职业发展通道，确
保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专业技术人才在
职称评审时与公有制领域享受同等待
遇，让民营企业专业技术人才能够成
才成长，为民营企业转型升级和高质
量发展提供充足的人才支撑。

江苏首家民企获正高级职称评审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