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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年内扶持成功创业者不
少于1600人，投入200万元为438
户居民安装油烟净化器……近日，徐
州市泉山区出台《关于遵循新发展理
念推动民生实事“六心工程”的实施
意见》，向全区70万群众送上实实在
在的“民生大礼包”。

泉山区委书记、区长李勇表示，
泉山区通过实施“六心工程”，持续
推动富民安心、便民舒心、绿色怡
心、颐养暖心、安全放心、春雨润心，
不断提升民生水平，推动群众生活
高质量发展。

据介绍，“六心工程”全部聚焦具

体民生实事。例如，在富民安心工程
中，该区将开展“富民兜底”专项行
动：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到1950元/月，
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每人每月提高
到160元，城乡居民医保人均财政补
贴标准新增30元。在便民舒心工程
中，该区提出打造“宜居社区”，实施
8个老旧小区96栋楼的管网、照明、
安防改造。在颐养暖心工程中，该区
推行标准化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年内
将建成10个居家养老服务中心、1
个老年中央厨房，社区居家养老覆盖
率达85%以上。

（王晶 王媛 先昭）

泉山“六心工程”聚焦民生实事

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研
究所22日举办中小学健康安全工作
座谈会，邀请中小学校、教育部门、
高校代表，为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出谋划策。

应重视学生心理健康问题

据南京晓庄学院心理健康研究院
统计数据显示，我省中小学生心理健康
状况良好的占85.3%，欠佳的占8.8%，
问题严重的占5.9%。其中，小学生、初
中生和高中生心理健康状况良好的分
别占89.4%、81.8%、83.6%，问题严重
的分别占3.4%、7.7%、7.6%。

“这表明我省中小学生心理健康
状况总体良好，但初中生的心理问题
在三个学段中较为突出。”南京晓庄
学院教授、南京“陶老师”工作站负责
人任其平介绍，进一步分析，小学高
年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也值得关注。

“亲子冲突成为疫情期间最多的
心理健康问题。”任其平说，从“陶老
师”工作站热线情况来看，2月份、3
月份、4月份来电量分别是302例、
384例、503例; 5月份截至20日，来
电量已经达到790例，“这些数据表
明，疫情期间，江苏中小学生的心理

健康状况动态变化较大。”
需要警惕的是，今年以来，“陶老

师”工作站接到的求助咨询问题主要
集中在亲子冲突、躯体与心理行为障
碍和电子产品依赖等方面。“春季、考试
季节和特殊封闭的时间节点可能给学
生带来心理压力。”任其平说，学校、家
庭和社会更需关注特殊时期的学生。

爱和规则是教育孩子两大法宝

座谈会上，专家指出，当前中小
学心理健康安全教育还有不少短板
需要补齐。

“一些心理健康教师都是半路出
家，专业性不强，实战经验不足。”丹阳
市教育局局长张文华坦言，除了教师
专业性有待提高，省课程计划中针对
心理健康教育的课时也没有明确要
求，很多学校只是将心理健康教育和
班会课、团队活动等糅合在一起，导致
心理健康教育课程零散，缺乏系统性。

南京宁海中学校长、省心理教育
课程基地负责人司徒香福说，不少家
长发现不了孩子的心理问题，或忽视
问题，或不知道如何帮助；甚至有些
家长会把焦虑恐惧情绪转嫁给孩
子。维护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更需家

校协同合作。“作为省心理教育课程
基地，我校的经验是建立家长心理教
育安全积分卡，强调家庭对孩子心理
健康安全教育的重要性，引导家长改
善亲子关系，让家长深深懂得，爱和
规则是教育孩子的两大法宝。”

针对疫情期间中小学师生的心
理健康问题，南京市鼓楼区提出“返
校复学心理支持4+6工程”。鼓楼区
教育局副局长侯正永介绍，疫情发生
后，该区立即面向全区学生开通心理
咨询热线、安排心理活动课、跟踪辅
导重点学生、开展班主任教师心理健
康教育专题辅导和校级领导研训活
动，还给家长发放“致全体家长的一
封信”，开展家长学校云培训。

此外，江苏省教育学会心理教育
专委会也迅速发起“心理防疫”活动，
建立心理救援服务团队，线上服务江
苏中小学生。

心理健康教育亟待明确标准

参加座谈会的中小学校、教育部
门、高校代表围绕机制建设、平台搭建、
队伍建设、家校合作等方面，为中小学
心理健康教育提出对策及政策建议。

“小学心理健康教师不专业，中学

心理健康教师又太专业，走向了两个极
端。”扬州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教科所所
长夏心军表示，需要对现有专职心理健
康老师进行培训，让老师清楚自己的定
位，省教科院也可出台相关职业标准。

“中小学生出现心理问题可以预
判。”南京市教科所心理科研员、博士
林静说，要关注学生的日常情绪、语
言线索、家庭变故、重要生活事件等，
如果能抓住这些风险点提前干预，会
取得很好的疏导效果。

疫情可能带来学生心理健康问题
的次生灾害。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
师桑志芹指出，“疫情期间，中小学生长
时间在家，不能和小伙伴交流，很容易
产生不良情绪；复学后，老师和家长要
及时关注学生情绪并积极干预；学校可
开设生命教育课，正确引导学生。”

任其平认为，学校要高度重视心
理健康教育的专业师资队伍建设。
心理健康教育的内容要紧贴学生需
要，以生命教育为主线，引导学生珍
爱生命，敬畏生命，正确处理人际关
系(包括亲子关系)、学习焦虑、挫折环
境和情绪管理等问题，增强社会适应
能力，形成积极乐观的健康心态。

本报记者 王 拓 张 宣

特殊时期尤需关注学生心理健康

返校复学，上好“心理防疫”课

本报讯 记者24日从南京市文
化和旅游局获悉，南京市出台应对常
态化疫情防控、恢复文化和旅游市场
活力的10条措施，涉及旅行社、景区、
文旅企业、旅游星级饭店、电影院等
诸多行业，助推文旅市场全面复苏。

根据措施，在今年5-7月期间，
南京市对组织游客来宁旅游累计接
待量达5000人次以上的旅行社，按
照游客游览景区数量和在宁停留天
数综合排名，对排名前30的旅行社
分别给予20万-30万元奖励；对无
旅游安全事故、无旅游服务质量投
诉，旅游接待人数环比增幅排名前

10的国家等级景区（度假区）分别给
予20万-30万元奖励；对国家和省
级乡村旅游重点村、原省星级乡村旅
游区，根据旅游接待人数、旅游综合
收入综合排名，对排名前10的乡村
旅游点（区）分别给予10万-30万元
奖励；对2019年授牌和入选的“南京
特色文旅商店”，根据营业收入和网
上销售收入综合排名，对排名前10
的“南京特色文旅商店”分别给予5
万-10万元奖励；根据客房出租率、
客房和餐饮（含外卖）收入综合排名，
对排名前20的旅游星级饭店分别给
予20万-30万元奖励。 （付 奇）

南京出台10条措施

助推文旅市场全面复苏

本报讯 沛县鹿楼镇魏花园村
90岁的朱信周最近挺高兴：儿媳妇
陈剑萍网上写了封信，家里的旱厕就
被改造成坐便水冲厕，村里的烂泥路
也变成硬化路，156户村民上厕所、
出门遛弯都不用担心摔跤了。

陈剑萍这封信发到江苏“阳光信
访”系统后，省信访局网信处徐智春立
即通过办信系统，将信件交办至沛县
鹿楼镇政府。12天内，陈剑萍反映的
旱厕、烂泥路等问题逐一得到解决。
随后，陈剑萍给省信访局写了感谢信。

近年来，省信访局积极推广网上
信访，强化源头治理，全省网络信访
量在信访总量中占比持续攀升。今

年以来，全省纳入“最多访一次”信访
事项3117件，办结率100%，群众满
意率98.7%。

省信访局网信处处长侯春静介
绍，省信访局依托信息化模块，所有
信访事项全部进入系统在线流转办
理，把压力传导到有权处理信访问题
的责任部门。他们每天对信访件转
送办理情况进行线上线下研判、识
别，确保每一个信访事项都精准到达

“目的地”、办理过程动态可跟踪。群
众也可以通过网络、电话等进行查
询。针对少数复杂疑难案件，相关市
县党政主要领导亲自包案、跟踪督
办，及时化解合理诉求。 （杨 昉）

我省推广网上信访

信访“不见面”服务“不断线”

“三资”管理是发展农村集体经
济、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重要抓
手。今年来，徐州市云龙区潘塘街道
纪工委以区委巡察为契机，积极探索监
督监察职能向基层延伸，紧紧牵住“三
资”管理这一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

“牛鼻子”，创新模式，集中整治，将监督
“利剑”一插到底，着力打通基层监督神
经末梢，全力破解村级“三资”管理难
题，全力护航农村“三资”治理工作。

聚焦违规侵占，全方位营造监督
氛围。长期以来，农村公共空间、公共
资源被少数人占有，利用集体的“鸡”
下自己的“蛋”，严重侵犯了集体经济
组织成员的利益，损害了公平正义，带
坏了乡风民风，甚至成为引发农村社

会矛盾的不稳定因素。为有效解决此
类问题，注重加强警示教育，街道纪工
委定期召开街道及村两委班子警示
会，动员若有侵占集体资产资源的党
员干部主动退还，上交不当得利。充
分利用微信群、朋友圈、公众号等多种
途径，多渠道、全方位宣传“三资”相关
政策法规和监管治理的重要意义。注
重依靠街道党工委，大力建强基层党
组织战斗堡垒，夯基础、强组织、激活
力，确保治理各项工作落实、落细。注
重加大“三资”公开，全面构建农村集
体“三资”网络管理平台，大力推行“阳
光政务”，建立街道、村务公开信息网，
对财务、资产、资源实行网上公开，推
进“三资”报账网络化、“三资”监管电

子化、“三资”公开便民化，实现动态管
理、全民监督。

聚焦摸清状况，全方位开展集体
资产排查。针对资产资源承包合同签
订不规范、条款不完善、标的数量不准
确、承包期限过长等，街道纪工委创新

“3+1+1”监督模式，即“农村自查、农
村农业科审查、群众监督+纪工委核
查+组织督查”,全面彻底清查、核实
和登记，确保款账收支相符、债权债务
真实明晰，同时建立台账，纳入村级

“三资”管理平台监管。同时，按“四议
两公开”办法，对交易项目及定价原则
实行全程“阳光”操作，推进村财务管
理规范化、制度化，从根本上规范村级
财务管理制度和内部控制。不定期采

取辖区村会计互查、委托社会中介机
构第三方代查等模式，对历史遗留问
题较多、情况较为复杂、资金数额较大
的案例，集中会办解决。为形成齐抓
共管、上下联动、同向发力的机制，街
道纪工委会同街道其他科室组成专项
督查组，采取“一查二听三访四核”方
式，不定期对各村进行随机督查。一
查：查看账务账单是否规范齐全；二
听：听取书面报告，了解工作开展情
况；三访：走访群众，了解账务每个季
度是否按时公开；四核：核实“三资”管
理是否按时记账、报账、对账、做账。
此外，街道纪工委定期召开清廉监督
员座谈会，充分发挥驿站监督员在基
层一线“参谋团”作用，将监督工作延

伸到“神经末梢”。对侵占集体资产行
为不折不扣“清”，依法依规追缴，实行
销号管理。到目前为止，共清理租期
过长、租金明显偏低等不规范合同
174份，收回土地、河塘226余亩，房
屋1700平方米，集体经济收入增加
136.7万元。

聚焦监督成效，全方位强化责任
追究。街道纪工委发挥“监督的再监
督”职能作用，以“三资”管理、清理为
内容，以治理乱侵乱占为重点，以清理
不规范合同为抓手，推行精准嵌入式
监督，对发现的村“三资”管理中存在
的问题，现场督促整改，确保漏洞堵
塞。同时，大力推行党员干部使用公
共空间情况主动报告制度，对村两委

班子成员使用公共空间情况进行公
示，对工作不力、推进缓慢的村和科室
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严肃查处违反
上级“三资”管理要求的违规违纪行
为。适时进行督查“回头看”，集中发
力问责，坚决以问责倒逼各村，拿出切
实可行治理方案，助推“三资”管理有
理、有序、有效开展，达到管出习惯、化
风成俗的效果。截至目前，街道纪工
委开展农村“三资”治理督查8次、主
动约谈5人、提醒谈话10人、立案3
件、党纪处理2人。通过实打实、硬碰
硬的治理，贯彻落实好区委、街道党工
委农村“三资”工作部署，推动街道、村
工作全面动起来、实起来，群众获得感
和幸福感有效提升。 于 磊 郭以彩

徐州潘塘街道纪工委：精准嵌入,当好农村“三资”清理“助推器”

▶上接13版 经过近5年努力，东沙
化工园才实现整体关停，并更名为江
南智能装备产业园，重点引进智能装
备、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

破釜沉舟、向死而生的还有沿江
大型钢铁厂。2018年11月，宝武钢
铁集团与江苏省、南京市、盐城市签
约，争取用10年时间，将钢铁冶炼产
能逐步由南京迁至盐城；2020 年 1
月，中天钢铁集团与南通海门签署商
务协议，将钢铁产能从常州转移到通
州湾海门港片区，并同步升级为中天
绿色精品钢……宝武梅钢、中天钢铁
等沿江钢铁厂易地搬迁，标志着江苏
统筹推进沿江地区重化产业战略性转
移和沿海地区产业战略性布局取得实
质突破。

实施化工钢铁煤电行业转型升
级，统筹沿江产业转移和沿海产业
布局，开展重化产业安全环保整治
提升……一项项重磅措施相继落地，
目的只有一个：“砸笼换绿”“腾笼换
鸟”“开笼引凤”，深层次调整全省重化
产业结构，系统性重构本质安全、绿色

高端现代产业体系。
五年来，全省关停退出钢铁产能

1931万吨、水泥产能1155万吨，化工
园区、化工企业从2017年初的54个、
6800多家压减到目前的40个、3400
家，沿江 1公里内化工企业减少到
255家。

绿色生产不会一蹴而就，绿色生
活更需久久为功。初夏时节，从润扬
大桥盘桓而下驶入镇江世业洲，这个
44平方公里、不足1.5万人的江中小
岛绿树葱茏、繁花似锦。习近平总书
记2014年考察镇江时强调，保护生
态环境、提高生态文明水平，是转方
式、调结构、上台阶的重要内容。5
年多来，镇江牢记总书记教诲，关停
整治沿江工业企业，持续开展江滩生
态复绿，并投入3300万元建成百余
公里、覆盖全岛的污水管网体系，所
有旱厕实现生态化改造，杜绝生活污
水直排长江。

“为长江留白，才能为后世留
荫。”世业镇副镇长聂永平说，目前村
民家家户户都建成三格式或四格式

生态化粪池，第一格、第二格发酵沉
淀，第三格、第四格水比较清了，还有
些微生物，既可以浇菜浇花，又可以
当作肥料。

新 生

江豚游耍时喷出一串串水柱，引
得江边散步的市民驻足观看……近两
年，类似情景在南京、扬州、镇江等长
江江苏段多个点位不时出现。

“江豚出现的频率明显高了。”南
京江豚保护协会会长杨光说，为了持
续改善江豚生存环境，南京去年初重
新修改锦文路过江通道设计方案，将
三塔悬索桥改为双塔悬索桥，为江豚
让道。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
衰。从濒临灭绝到频繁出现，江豚的
命运转变折射中华文明的顽强延续。
纵观人类历史，一些古文明因生态恶
化等原因致文明枯萎，但长江和黄河
孕育的中华文明数千年来一直薪火相
传、生生不息。

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人与自然关

系的发展史。生态文明理念丰富拓展
长江文明内涵。天更蓝、山更绿、水更
清、环境更优美背后，是江苏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勠力书写
新时代长江文明的生动实践：

厚植生态优先的治水理念。
2007年，无锡市从太湖蓝藻污染事件
中汲取教训，提出由各级党政主要负
责人担任河长“挂牌治水”，首创河长
制，并迅速在全省全国推广。目前，江
苏在全国率先高标准构建河长制体
系，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带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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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源头治污的系统思维。江苏
人吃水八成来自长江，水质安全事关
百姓生命健康。泰州率先启动“长江
大体检”，全面排查、监测、溯源入江排
污口，并对排查出的1222个排污口逐
一安装标志牌。江苏还通过大数据平
台构建水、陆、空立体式长江监测网，
科学运用中医整体观，追根溯源、分类
施策。

创新绿色发展的治理路径。江苏

设立绿色发展引导资金、长江经济带
发展基金，吸引社会资本培育壮大战
略性新兴产业，精心打造综合型、生产
型、生活型、生态型四类沿江特色示范
段。如今，南京幕燕、江阴滨江、南通
五山等特色示范段连点成片、连片成
带，岸绿景美、绵延千里的生态拼图逐
渐清晰。

完善依法治江的制度保障。江
苏编制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红线、环
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生态环
境准入清单“三线一单”，以沿江1公
里为纵深，划定长江岸线优先、重点
和一般三类区域严格管控。设立环
境资源法庭，实现跨区域全流域保
护。截至去年底，全省水环境区域补
偿资金累计超过13亿元，跨界断面
水质明显改善。

长江哺育了生命，本身也是“生
命”。长江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浑然一
体，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更是
子孙后代生生不息、永续发展的重要
支撑。

江水不止，文脉不息。纵览长江

江苏段两岸，吴文化、金陵文化、淮扬
文化、楚汉文化交相辉映，生态共保、
文化共兴、产业共融、功能共建深入推
进，17座城市进入全国文明城市行
列，形成蔚为壮观的扬子江文明城市
群。人们正重新审视人与水、人与自
然、保护与发展的关系，书写长江文明
新时代篇章，为中华文明不断注入生
机活力。

“一叶飘摇扬子江，白云尽处是苏
洋”。从六朝古都南京到江海明珠南
通，泽被万世的长江如同一幅积墨绘
就的生态画卷，浸染出大江两岸的绮
丽繁华。

“我们将以长江儿女的名义，反哺
长江的恩泽；我们将以伟大的母语，高
唱对长江的颂词；我们将坚守‘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的理念，完成时代的命
题：将敬畏还给自然，将尊严还给长
江。”——这是8000万江苏儿女对长
江的宣言。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刘 亢 凌军辉

通讯员 苏 延
（原载《瞭望》2020年第21期）

预
计
今
年
六
月
底
主
桥
合
龙
贯
通
的
南
京
长
江
五
桥
工
地
，成
为
摄
影
网
红

地
。
图
为
昨
日
，众
多
摄
影
爱
好
者
云
集
江
心
洲
，长
枪
短
炮
拍
摄
珍
贵
的
画
面
。

本
报
记
者

乐

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