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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全省防御梅雨期强降
雨工作视频会议16日在南京召开。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省防指指挥
樊金龙出席会议并讲话，副省长、省
防指常务副指挥赵世勇主持会议。

樊金龙指出，前段时间，各地提前
蓄水保水，统筹调水补水，严格管水用
水，有力保障了夏栽夏插用水需求。
对前期防汛抗旱工作取得的成绩要予
以充分肯定和认真总结。入梅以后，
我省出现了强降水、强对流天气，给我
们打好今年防汛抗旱“第一仗”带来严
峻考验。各地各部门必须再接再厉，
毫不放松做好防汛抗旱各项工作。思
想认识要到位，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
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牢牢绷紧防汛
抗洪这根弦，从应对最不利气候形势
和最极端天气情况出发，有备无患，全
力做好各项防御准备。责任落实要到
位，各级防汛责任人要把工作重心调
整到这个“档期”，以雨情汛情为令，下
沉一级、靠前指挥，随时赶往一线，做
到雨情汛情在哪里，工作就在哪里，守
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重点环
节落实要到位，坚持旱涝齐防范，加强
预报预警，关注城市内涝，强化水库安

全度汛，做好巡堤查险组织。应急准
备要到位，人员力量方面要做好防汛
抢险队伍部署，打好应急战和持久战；
物资装备方面要根据实际需要，备足
备齐防汛物资，配置到最需要、最合理
的位置；应急演练方面要强化实战，确
保落细落实落到位。抢险处置要到
位，做到统一指挥，科学抢险，做好人
员撤退转移，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防汛抗旱中，要时刻绷紧安全生
产这根弦，加强常态化疫情防控。

赵世勇表示，要坚持城市和农村
“两手抓”，对城镇低洼地区，落实好
抢排水设施设备和队伍；对农村地
区，要加强老旧房屋和设施农业防
护，谨防农田渍涝灾害。要坚持防汛
和抗旱“两手抓”，加大沿江、沿太湖
和里下河地区口门排水力度，抓好超
汛限水位水库泄洪，有效控制河湖库
水位；苏北地区要在严防旱涝急转的
同时，加强湖库蓄水，满足水稻栽插
用水需求。要坚持常态和应急“两手
抓”，严格防汛抗旱工作责任制，落实
24小时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保证
各项信息、指令畅通，第一时间传达
贯彻到位。 （吴 琼）

我省部署
梅雨期强降雨防御工作

本报讯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
示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
省委、省政府统一安排，16日，副省
长马欣在淮安市开展安全生产宣讲，
并调研检查教育、文化和旅游领域安
全生产工作。

马欣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
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站
在党和国家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作
出一系列重要论述，特别是多次对江
苏安全生产工作作出指示批示，为我
们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坚
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论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国

务院决策部署上来，按照省委、省政府
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始
终坚持人民利益至上，抓紧抓实抓细
安全生产工作，着力推动安全生产形
势持续稳定向好。要紧扣“两个不放
松”和“务必整出成效”总要求，结合

“安全生产月”活动，深入细致排查问
题隐患，扎实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
特别是校园和校车安全、文化和旅游
行业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不忽视
一个风险，不放过一个隐患，切实筑牢
安全防线。要推动企业落实主体责
任，增强法治意识，着力抓好基础管
理、日常防控、应急处置等重点环节，
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蔡志明）

省领导到淮安市
开展安全生产宣讲

本报讯 6月16日，省政府召开全
省高新区安全生产宣讲暨专项整治动
员部署电视电话会议。副省长马秋林
作专题宣讲并进行整治行动动员。

马秋林指出，各地、各有关部门
和高新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江苏
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认真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
的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
念，切实增强法治意识，压紧压实党
政领导责任、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
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生产
责任和措施落实到每个岗位、每个环

节。企业责任人要重点抓依法生产
经营、抓机构和人员配备、加大安全
生产经费投入、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
建设，加强员工教育培训和考核奖
惩，抓好生产经营基础管理、日常防
控、应急处置等各环节，不断强化主
体责任落实，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马秋林强调，扎实开展高新区
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动员部署要深
入，目标任务要细化，责任落实要到
位，排查整改要彻底，考核问责要动
真碰硬，通过细而又细、实而又实地
抓好专项整治，切实提升本质安全
水平。 （陈月飞 张 宣）

省领导向全省高新区
作安全生产专题宣讲

进入主汛期，我省已迎来入梅后
的两场强降雨。今年防汛抗旱形势怎
么样？如何应对强降水？正值水稻栽
插大用水时期，如何保障夏种用水？

苏北地区依然“渴”

记者从16日召开的全省防御梅
雨期强降雨工作视频会议上获悉，去
年我省苏北地区遭遇60年一遇的严
重气象干旱，汛后期主要湖库未得到
有效补给；而今年入梅前，全省降雨
又总体偏少，遭遇连年干旱。

今年以来，我省降雨量比常年同
期偏少，尤其4月至6月上旬，全省面
降雨量仅110毫米，较常年同期少
40%。与此同时，上游来水明显枯，苏
北地区“三湖一库”水位一直低于正常
蓄水位，总蓄水量仅22亿方，较常年同
期少35%，比去年同期还少7亿方，为
2001年以来最低。苏北地区干旱形势
一度重于去年同期。5月27日，省水
利厅发布了洪泽湖干旱蓝色预警。

“我们在系统总结去年抗旱抗洪
抗台工作成效基础上，全力抓好汛前
准备和抗旱工作。”省水利厅厅长陈
杰表示，立足于“早”，水利部门在去
年汛后，一直启用江水北调工程向北
送水；今年2月18日起，逐渐加大江
水北调的调水力度；持续实施江水东
引，保障里下河和沿海地区用水。立
足于“统”，统筹多水源，优化配置长
江调水水源、节约利用“三湖一库”蓄
水水源、合理拦蓄雨洪资源，实现多
水源的统一调度；统筹多工程，合理
启用江水北调各梯级泵站，及时启用
里下河水源调整工程，启用通榆河北
延送水工程，解决连云港地区用水问
题，减轻洪泽湖供水压力；统筹多目
标，在保障6月水稻栽插大用水基础
上，兼顾重点工业、大运河航运和生
态用水的需求，保障生活用水、栽插
用水、航运用水、生态用水；兼顾太湖

安全度夏和安全度汛，适时启用引江
济太，增加太湖水环境容量和水体流
动性，服务蓝藻与湖泛防控。立足于

“管”，逐月下达供水调度计划，6月1
日起，以5天为一个时段，滚动加密
制订用水计划。

通过一系列举措，在今年水稻栽
插较常年提前5天到7天的情况下，
我省基本保障了农业大用水需求，目
前已完成水稻栽插近800万亩、完成
近50%。

不同区域将呈现多种水情

6月9日，我省淮河以南地区入
梅，为20年来最早。“今年是早梅年，
总梅雨量偏多，较前几年梅雨更加典
型。”省气象局局长于波分析，预计6
月9号到7月12号，全省大部分地区
降雨量可达250~350毫米左右，部分
地区可达350毫米以上。6月下旬中
后期还会有一段持续性降水过程，7
月份的降水过程可能主要出现在上
旬中期和中旬的前期。

总体来看，入梅后的首轮降雨有
效缓解了全省面上旱情。据统计，淮
北地区面雨量70毫米，江淮之间面雨
量85毫米，沿江苏南地区51毫米，“三
湖一库”水位止落回涨，旱情得到缓解。

另一方面，本轮降雨可能形成局
部洪涝。受持续强降雨影响，16日
10时，秦淮河东山站水位上涨至9.06
米，超过警戒水位0.26米，预计水位
将继续上涨，省水利厅发布秦淮河洪
水蓝色预警。太湖北部河网水位快
速上涨，苏南运河无锡段和武澄锡地
区个别站点水位超警、现已回落。16
号到18号的降雨，将先后影响沿江
苏南、江淮北部及淮北地区，持续时
间长、强度大，与首场强降雨叠加重
合，部分地区洪涝风险较大，发生超
警洪水的概率较大。

不同区域将呈现多种水情——

淮北地区湖库蓄水量仍然不足，需要
在确保防洪安全的前提下，适当利用
雨洪资源；里下河地区河网水位总体
偏高，需要全力排水；太湖与沿江苏
南地区河湖水位偏高，苏南运河部分
河段超警戒，需要抢潮排水入江。

有序有度防汛抗旱

目前，全省防汛工作已进入实战
状态，各地各部门以雨情汛情为命
令，迅速调整到“汛期实战档”，坚决
打赢今年防汛抗洪硬仗，维护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

省水利厅强化沿江、沿海地区水
利工程动态调度，提前排水，预降河
湖水位，腾出库容迎接强降雨。针对
苏南运河、秦淮河、滁河等河湖水情，
适时采取错峰调度措施。针对苏北
地区湖库蓄水仍然不足、水稻栽插正
在进行的现状，继续强化供水管理，
严格用水计划，保障用水需要。

据全省农情调度，截至15日，全
省小麦收获进度达99%以上，水稻播
栽进度近六成。省农业农村厅总农
艺师唐明珍表示，农业农村部门将加
快水稻等秋粮播栽进度，确保不栽7
月秧。按照已制定的水稻、旱杂粮两
个技术指导意见，组织专家和农技人
员深入一线，踏田指导服务。对受灾
作物，加强苗情会商，实行分类指导，
做好补苗、补肥等补救措施，促进恢
复生长。

省住建厅副厅长陈浩东表示，将
对重点区域和薄弱环节强化巡查检
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进一步落实
排水防涝的保障措施。同时加强对
城市危房的巡查，实行条线业务指导
和条块结合分片包干，确保城市的安
全度汛。

对于苏北地区来说，新一轮强降
雨既有可能缓解当前旱情，保障夏插
用水高峰需求；又有可能导致旱涝急

转。淮安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顾坤
说，将坚持防汛防旱两手抓，科学研
判和统筹调度雨情、水情、工情、汛情
与灾情，切实做到遇汛保度汛安全，
遇旱保供水安全。在抓好面上防汛
抗旱防台风的同时，突出抓好城区、
镇区、园区、圩区等重点区域和关键
部位的防守，实行专人专责盯防。

本报记者 吴 琼

“汛期实战档”，我省坚决打赢防汛抗旱硬仗——

既解苏北“渴”，又防苏南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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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6日，江苏西南部、沿
江中部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
根据最新天气形势分析，未来两天依
然有大到暴雨。

14日后半夜以来，全省大部分
地区出现降水，其中沿江和苏南大部
分地区暴雨到大暴雨，南京局地特大
暴雨，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
对流天气。

经统计，15日02-16日11时累
计雨量：沿江及苏南地区有574个乡
镇（街道）超过 50 毫米（占全省
38.3%），其中沿江地区有194个乡
镇（街道）超过 100 毫米（占全省
12.9%），南京江宁区及浦口区7个乡
镇（街道）超过250毫米，最大南京江
宁区陆郎小学377.7毫米。

这样的大到暴雨天气还将持
续。17日，江苏江淮之间北部和淮
北地区预计有暴雨，部分地区大暴
雨，江淮之间南部中到大雨，其它地
区小雨。18日淮河以南中到大雨，
其它地区小雨渐止转多云。16日夜
里-18日，全省自北向南陆上有5～
6级、阵风7～8级大风，江河湖海面
阵风9～10级，请大家注意防范。

（吴红梅）

我省大到暴雨天气
仍将持续

本报讯 16日下午，由新华日报
社主办的“新华舆情高级学习研讨
班”正式开班。全国新冠肺炎专家组
成员、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
师、政府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董关鹏
首场开讲。

疫情连着舆情，目前疫情常态化
防控的新阶段，正是总结公共舆情应急
经验、完善舆情应对机制、提升舆情管
理水平的最佳时机。近年来，新华日报
社以新华传媒智库为载体，不断创新探
索“智库传媒化”与“传媒智库化”转型
新路径。此次以“‘2020’的舆情应对
之道”为主题开展相关舆情研修课程，
既是结合疫情实际作出的全新尝试，也
是新华日报社把握当前形势所需，服务
基层舆情管理工作的务实探索。

受疫情影响，本期研讨班采用
“云”模式，以“互联网+视频”的形
式，面向全省“隔空”授课。全省共计

有千余名新闻宣传战线的工作人员
在线收看了直播授课。研讨班共邀
请了包括董关鹏在内的8位传媒界
大咖共同授课，课程涉及疫情防控新
常态下的舆论引导、新闻发布、全媒
体时代舆情危机应对等，并结合鲜活
的案例分析，帮助广大基层工作人员
提升舆情管理工作水平。

当日活动中，董关鹏教授被聘为
“新华传媒智库专家委员会首席专
家、荣誉讲席教授”。随后，董关鹏即
为广大学员带来了《5G全媒体时代，
突发公共事件处置与舆论引导之新
平台+新战略+新标配》的首场授课。

学员代表、睢宁县融媒体中心主
任樊志海表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给基层社会治理、危机应对带来了巨
大挑战。新华舆情高级研修班的应时
举办，为基层广大宣传工作者提供了

“充电”的机会。 （笪 颖 李先昭）

2020新华舆情
高级“云培训”开班

“世界上最美味的桃子来啦，买
它！”美丽的仲夏，随着蜚声海内外
的无锡水蜜桃新鲜上市，曾经因在
疫情期间直播卖鸽子而爆红的“乳
鸽妹妹”、无锡星诺果蔬专业合作社
85后总经理顾若君，又一次出现在
网络直播间。镜头前，她活力四射，
传递着饱含泥土气息的“浓情蜜
意”；一转身，她卸下彩妆、穿过鸽
棚，在猪舍旁给刚刚采摘下来的水
蜜桃分拣、称重、装箱，把带着露珠
的蜜桃发往远方。

眼前的顾若君，爱农业、懂技术、
善经营，干起农活来，也是驾轻就
熟。然而三年前，她还是一个分不清
稻麦的农业“小白”。故事，就从一次

“逆转身”开始。
2017 年夏天，顶着“海归”“金

领”等众多光环的陆家嘴金融分析师
顾若君，决定辞去上海优渥的工作，

和丈夫一起回到家乡——无锡市惠
山区洛社镇正明村创业。望着眼前
500亩正待开发的黄土地，见惯了

“大世面”的顾若君豪情满怀：“农村
农业大有可为。”

工作的第一天，骨感的现实就让
顾若君崩溃了。当时，负责农庄生产
管理的赵场长，安排她分拣包装水蜜
桃。分拣的场地就挨着农庄的猪圈，
顾若君捏着鼻子憋着气，把桃子一个
个分拣装箱，从早干到晚，足足包了
100箱。

“连呼吸都带着猪屎味”成为顾
若君的农业初体验，也激发了她心中
熊熊的斗志。从零做起，她开始跟着
老师傅学习给猪配饲料、喂饲料，给
水蜜桃剪枝、疏花、套袋，用口哨缓解
鸽子的紧张情绪……成天围着猪、鸽
子、桃树、青菜转悠，光学习笔记就写
了满满6大本。

“互联网+”现代农业的兴起，让
顾若君看到了农业发展的新路径，鸽
舍就是她的试验田。在顾若君的争
取下，扬州大学在星诺农庄设立国家
重点（培育）学科——动物遗传育种
与繁殖博士点产学研基地。鸽舍内
安上了物联网传感系统，能实时感知

室内外温度、湿度，科学测定种鸽的
生产数据。顾若君还在专家指导下，
建立了育种信息库，通过制定合理的
育种计划，实行精细化育种。

生态农业成了顾若君的农业晋
阶“第三波”。“我们把农业当作生态
工程来做。饲料来自农场的农作物，
污粪发酵后转化成固态有机肥，形成
生态循环。”说起如今的农庄，顾若君
颇有些得意：这里是苏南首家“江苏
省农科院循环农业示范基地”，也是
无锡首家配备“微生物异位发酵环保
系统”的农庄，每栋猪舍都安装了全
覆盖的喷雾消毒系统，半小时内可自
助完成整个猪场的消毒。用上这么
些高科技，猪舍还臭不臭？顾若君闻
言，脸上笑开了花：“除了水蜜桃的香
甜，你啥也闻不到。”

如今，星诺农庄初具规模，每年
存栏500多头猪和6万羽鸽子，销售
收入达到2000万元。就在顾若君准
备大干一场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
疫情，把她这朵刚刚绽放的“乡野小
花”打了个透心凉。

酒店歇业，市场关闭，星诺农庄
的主打产品肉鸽，销路成了大问题，
再加上玉米、高粱等饲料原料价格上

涨，顾若君愁得连着几个晚上睡不着
觉。“坐等”没有出路，顾若君果断决
定，利用网络主动出击，打一波自救
组合拳。 第一步，将乳鸽进行定点
清理、封装，通过微信群接龙拼单，打
开社区团购市场；第二步，直播带货，
拉上丈夫上网开直播，推销乳鸽、鸽
蛋等产品，从批发转型“新零售”；第
三步，文创衍生，给自家的鸽子设计
微信表情包、台历等系列文创产品，
从“卖产品”升级“卖品牌”。不到2
个月，乳鸽日销量就突破1000只，实
现了产销平衡，农庄重新走上了欣欣
向荣的发展轨道。

主动选择土地，却不被土地束
缚；同样面朝黄土背朝天，却在坚韧
不拔的心性之下多了份创新创业的
智慧。今天的中国，越来越多像顾
若君这样的大学生“新农人”，正在
用新思维、新技术，践行着当代青年
人的新使命，也承载着乡村振兴的
新希望。 而对于顾若君来说，她早
已深深爱上了这片土地，“能够把自
己的青春之花深深扎进土里，当一
名粘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新农
人，我感到非常自豪。”

本报记者 马 薇

她用新思维新技术践行着青年人的新使命——

从海归金领到职业“新农人”

▶上接1版 由省新能源汽车推广应
用协调小组、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指导成立的省新能源汽车能源与信
息创新联盟和江苏省新能源汽车能
源与信息创新中心也落户园区。

以科技创新促进产业发展，高新
区不断注入创新基因。中国汽车技
术研究中心常州院作为常州智电汽
车产业园产业发展重大公共平台载

体，旨在建设成为国内一流、国际领
先的综合性第三方汽车性能测试研
发基地。项目一期建设有整车NVH
试验室等八大性能开发试验室单体，
已于2019年5月正式投入运行。此
外，南德TUV电池检测认证项目和
美国UL大电池及汽车电子认证实
验室落户园区，实现从产业链到生态
圈的升级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