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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省水利厅29日 11时
变更发布淮河江苏段洪水预警，由
橙色预警降至黄色预警，10时变更
发布太湖洪水预警，由橙色预警降
至黄色预警。

29日10时，淮河盱眙站水位降
至15.40米，仍超警戒水位0.80米，

预计后期缓降。29日9时，太湖平
均水位下降至4.49米，仍超警戒水
位0.69米，预计后期缓降。省水利
厅提醒洪水影响区域各级政府和
各有关部门继续组织做好防汛工
作，社会公众注意避灾避险。

（吴 琼）

我省调低两个洪水预警

据媒体报道，婚恋交友APP近年来成为诈骗的重灾区。
仅山西太原一地，网络交友诈骗案件占全市电信诈骗案件近
10%，涉案金额占全部损失的30%以上。

相个亲却被一步步引入赌博的圈套，或被诱导投资不靠
谱的项目，骗子们开发出的“心理操控术”令人气愤。综观这类
案件，固然有被害人“被恋爱冲昏头脑”的因素，但从根本上来
说，还是平台把关不严。婚恋平台本质上是中介服务，保障相亲
双方的信息真实、人品可靠，是平台运营企业应负起的责任。“云
相亲”不能成为诈骗的温床，企业要加大自身“软件”“硬件”投
入，强化社会责任感，为相亲交友搭建坚实可靠的桥梁。

文/袁 媛 图/曹 一

“云相亲”不能成为诈骗温床

今年是我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三年大考交卷之年，污染防治攻坚
成效如何，引发社会高度关注。28
日，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指挥部专
题召开调度推进会议，对污染防治攻
坚任务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再推进。

标兵：环境质量改善的南京答卷

南京城市密集、人口密集、企业
密集，在13个设区市中，大气扩散条
件远不如沿海地区，水动力条件也无
明显优势。但上半年南京PM2.5平均
浓度 34 微克/立方米，全省降幅最
大、质量最优，净增了27个蓝天，国
考断面水质优Ⅲ比例达到100%，交
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位于南京市玄武湖畔的钟山风
景名胜区旅游服务中心项目工地，
门口的空气质量监测仪实时显示当
前的空气环境质量。该工地已实现
智慧化工地要求，“只要PM2.5超过
50，整个工地将全部进行喷淋。”南
京市生态环境局局长钱锋表示，类
似这样的智慧化工地，南京已有
2100多家，均配套建设“智慧城建”
监管平台，规范渣土运输管理，将控
尘措施落到实处。

工地管控是南京大气治理的一
个缩影。南京市副市长霍慧萍介绍，
南京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研究部署
推动污染防治攻坚战，管得实管得细
管得紧。

南京着力于源头管控、差别化管
控，力争河道所有来水水质全面提
升，以精细化管理改善每一天空气质
量，实现精准治气、精准治水。南京

建立领导挂钩负责制、点位长制，市
四套班子主要领导每人挂钩负责一
条劣Ⅴ类入江支流，属地一把手担任

“点位长”，每周现场调度，每周通报
情况。近两年，南京累计实施了105
个河湖水环境提升工程，尤其是加强
污水收集处理设施改造提升，为水环
境质量持续改善提供了强力支撑。

成效：优良天数比率为
2013年以来同期最优

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指挥部
办公室专职副主任秦亚东报出了一
串令人振奋的数字：上半年，全省
PM2.5平均浓度41微克/立方米，同比
下降19.6%；优良天数比率78.7%，同
比上升12.7个百分点，为2013年以
来同期最优；国考断面优Ⅲ比例
84.6%，同比上升2.9个百分点，无劣
Ⅴ类断面；主要入江支流优Ⅲ比例
97.8%，同比上升13.4个百分点，达

“十三五”以来最好水平。尤其是6
月份，全省工业用电量同比增长
6.79% ，但 PM2.5 浓 度 同 比 下 降
16.7%，环比下降 28.6%。“在全省
GDP同比增长0.9%，增速在东部沿
海省份位居第一的同时，环境质量得
到明显改善十分不易。”秦亚东说。

成绩离不开制度支撑。今年以
来，我省制定《关于推进生态环境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施意
见》，发布“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
管控方案，颁布实施全国首部生态环
境监测条例。建立“旬预警、月会商”
工作机制，约谈县级断面长38人次、
大气点位长7人次。把环境基础设

施建设纳入民生补短板的投资重点，
印发《2020年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工
程项目表》，建成污水收集管网830
公里，新增污水处理能力29.8万立方
米/日、危废处置能力8.99万吨/年。

上半年，我省防控疫情和复工复
产“两手抓”要求急、标准高，但统筹各
项工作有力有效。自1月20日以来，
累计处置医疗废物3.6万吨，其中新冠
病毒医疗废物1902吨，做到应收尽
收、日产日清，有效防止了二次污染。
生态环境部门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组织开展“绿
岛”、生态安全缓冲区建设，帮助中小
企业降低治理成本。坚持以服务促达
标，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出台
支持企业复工复产18条、加强企业产
权保护23条，将5178家企业纳入执
法正面清单，既依法依规加强监管，又
减轻了企业负担，增强了市场活力。

攻坚：确保完成全年环境质
量目标任务

“4、5月份，一些地方PM2.5浓度、
优良天数比率甚至略差于去年同
期。5、6月份，国考断面优Ⅲ比例滑
坡明显。”

“这次汛期对水质带来明显冲
击，反映污水管网建设还有很大差
距，闸坝泵站监管还不到位。”

虽然上半年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但
进入二季度以来，改善幅度明显收窄。
秦亚东表示，由于国家考核指标的变
化，对我省优良天数比率和断面水质
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完成全年目标
任务的不确定性陡增，形势严峻。

对此，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指
挥部将紧盯环境质量“短板”，坚决把
环境质量下滑趋势扭转过来，确保完
成全年环境质量目标任务。

面对严峻的形势，各地也纷纷给
出解决方案。“针对阳澄湖、元荡等尚
未达到Ⅲ类水质的重点湖泊河流，进
一步强化措施，细化支流水质控制目
标，力争年内水质取得明显好转。”苏
州市副市长陆春运表示，建立“日分
析、旬统计、月通报”的水质预警处置
机制，在完成省确定的约束性目标基
础上，努力实现“国考断面水质优Ⅲ
比例不下降，省考断面水质优Ⅲ比例
持续上升”的奋斗目标。

南通市副市长陈晓东表示，将开
展臭氧削峰百日攻坚，10月底前将
814个大气治理项目全面完成。加
强监测平台建设，9月底实现乡镇（街
道）空气质量监测站全覆盖，年内建
成实时监控系统。完成新一轮PM2.5

源解析，10月底前将激光雷达覆盖范
围扩大到全部国控点位。

“持续推进‘天空地一体，守护
泰州蓝’行动，利用卫星遥感、铁塔
高空视频监控、无人机遥感、移动走
航监测等高科技手段开展一体化监
测，全面排查分析各类大气环境污
染问题，实现污染防治监管全方位、
无死角。”泰州市副市长徐克俭说，
将持续实施“健康长江泰州行动”，
加快重点项目和工程建设，切实抓
好排污口综合整治，建设“权责清
晰、监控到位、管理规范”的长江入
河排污口管理体系。

本报记者 吴 琼

上半年全省PM2.5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9.6%

交卷之年，污染防治如何攻坚

7月29日，在全国研究生教育会
议上，江苏作为唯一的省级政府代表
发言交流。江苏是研究生教育大省，
全省共有近22万在校研究生，数量
位于全国第二。预计到2025年，江
苏在学研究生规模达到25万人，其
中博士研究生将力争达到4万人。
提高质量，成为研究生教育改革和发
展最核心最紧迫的任务。

树立质量导向，
率先启动综合评价

优质生源，是提升研究生培养质
量最为重要的前提条件之一。2019
年的数据显示，来自“双一流”高校的
生源占江苏高校研究生总招生数的
37.77%。其中，硕士研究生“双一流”
生源占比34.60%，博士研究生“双一
流”生源占比高达63.90%。

“我们希望吸引更多来自高水平
学校及优势学科的优秀生源。”东南
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金石教授
告诉记者，学校2019年接收推免生
比上年增加10%，其中来自“双一流”
建设高校的生源数占比接近90%，比
上年增加11%。2019年录取的全日
制博士生中来自“双一流”建设高校
的生源数也比上年增加16%。

“‘十三五’以来，全省地方高校
研究生教育经费年均达43亿元、年
均增长超过7%。每年省级财政安排
高水平大学专项建设经费34亿元。”
省教育厅厅长葛道凯说，目前全省
91%的研究生在15所“双一流”建设
高校和12所江苏高水平大学建设高
校就读，57%的研究生在一流建设学
科和省优势学科学习。

“江苏高校数量多、规模大，整体
实力在全国较为靠前，但实力超群的
一流大学和学科还不够多。”葛道凯
坦言，研究生教育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模式有待深入探索，协同、开放、共享
的研究生培养机制有待进一步创新，
质量保障体系建设还需进一步加强。

今年，我省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启动
研究生教育综合评价，参与综合评价的
36个高校中，获得A等的部属博士高
校4个、省属博士高校7个、省属硕士
高校4个。省教育厅一级巡视员洪流
说，综合评价分为立德树人、导师队伍
建设、质量保障机制、综合改革和第三
方质量评价5个一级指标（含11个二
级指标），“通过综合评价，推动高校更
加注重研究生教育内涵，也让高校主动
梳理研究生教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
一步提升我省研究生教育质量。”

“到2025年，江苏将形成布局结
构更加优化、培养机制更加完善、资
源配置更加合理的研究生教育体
系。到2035年，江苏在学研究生规
模达到33万人，其中博士研究生力
争达到6万人，初步建成具有江苏特
色的研究生教育强省。”洪流说。

挤掉“水分”，
注重学位授予质量

去年10月，南京大学对206名
博士研究生、98名硕士研究生督促按
期答辩。此前，该校研究生院还发布
消息，对环境学院一名未在最长学习
年限内完成学业的2011级博士研究
生下发拟予以退学处理的告知书。

严把研究生教育“出口”质量关，江
苏研究生教育“动真格”推动“学位挤

水”，提高研究生培养水平，保障学位授
予质量。“我们积极构建研究生教育质
量保障和监督体系，特别是推动高校建
立健全研究生分流淘汰机制、时限终结
机制和学术不端零容忍机制。”洪流说。

来看一组数据：2018年，江苏全
省应届毕业研究生按期毕业4.2万人，
延期7256人，分流淘汰682人。2019
年，全省应届毕业研究生按期毕业4.2
万人，延期8266人，分流淘汰758人，
连续两年共分流淘汰1440人。据介
绍，研究生分流淘汰的主要原因有3
个，一是无法完成学业，二是中期考核
不合格，三是极少部分因为学术不端。

硕士学位论文抽检评议是省级
层面把控研究生培养“出口”质量的
主要工作。2018年，省教育厅共抽
检38家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含科研
院所与部队院校）的1989篇硕士学
位论文，合格率达97.40%，较上年度
提 升 0.43 个 百 分 点 ；优 秀 率 达
5.55%，较上年度提升1.96个百分点。

推动产教融合，
契合地方发展需求

江苏是教育部确定的专业学位
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试点省份。当
前，通过调整存量、培育增量稳步扩
大专业学位点规模，专业学位硕士研
究生数占硕士研究生总数的53%，今
年将超过60%。今年江苏新增的1
万个研究生招生计划，基本都是专业
学位研究生。

“目前研究生教育与社会经济发
展的互动仍然不足，科教融合、产教
融合离预期构想还有很大差距，研究
生教育系统还存在较为明显的封闭

性。”南京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所
长汪霞教授表示，研究生教育模式如
何更加强化产教融合、协同创新是江
苏面临的新问题。

紧密结合国家战略和发展实际，
江苏优化调整研究生教育类别结构、
学科结构，推动研究生教育更加契合
高质量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的要
求。洪流介绍，基于江苏是制造大
省，研究生教育优先布局与新材料、
新能源、智能制造等江苏战略性新兴
产业密切相关的学位授权点，“每年
投入 10亿元实施优势学科建设工
程，178个优势学科中，50%以上为相
关学位授权点。”

近年来，江苏高校在推进产教融
合、协同育人等方面进行了许多探
索，把产业导师“请进来”，遴选七批
次共1601人次产业教授到省内30
多所高校担任研究生导师；把研究生

“送出去”，建立4658家省级研究生
工作站，每年吸引6000多名高校导
师、8000多名企业导师和数万名研
究生进站开展科研活动。省教育厅
与省产业技术研究院、华为公司等多
个具有影响力的科研机构或大型企
业签订了学科建设和研究生教育战
略合作协议，加快自主培养高水平人
才。如与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联
合实施“集萃研究生培养计划”，参与
培养 600-1000 名集萃博士（后）、
6000-10000 名集萃硕士研究生。
华为公司将在江苏优选高校开展“创
智计划”，支持高校开发不少于10门
在线精品课程或教材，培养不少于
1000名具有华为人工智能工程师认
证的学生。 本报记者 王 拓

研究生教育，江苏扩量又提质
2025年在学研究生规模将达25万人

本报讯 29日，“‘听·见小康’
大型融媒体行动——走进苏州”活
动在苏州第二工人文化宫北广场
举行。

“听·见小康”大型融媒体行动由
省委网信办与新华报业传媒集团联
手策划推出，交汇点新闻承办。当天
的活动是此次行动的第二场线下活
动。新华报业全媒体记者将深入苏
州，寻找更鲜活的小康故事，为“小康
梦圆”献上新闻人的厚礼。

活动现场设置了小康体验区，包
括“小康签名长卷”“小康幸福车”“小
康留声机”“小康照相馆”“小康打印
机”“小康笑脸墙”等区域，引来众多
市民“打卡”参与。

线下活动开展的同时，交汇点新
闻也充分发挥融媒优势，在线上推出
音视频+图文报道栏目《听·见小康》，
全网征集“幸福小康晒出来”文字、图
片、音视频等作品。该专题策划自推
出以来，各平台总点击量突破1亿。

（虞 越 孟 旭）

“听·见小康”
大型融媒体行动走进苏州

扫一扫
走进本期

“听·见小康”

本报讯 29日，“学习强国”江
苏学习平台线下系列活动——“学习
打卡我来了”走进沭阳县。活动以

“夺取双胜利 圆梦谱新篇”为主题，
围绕“疫情防控、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话题，300余名党员干部开启了
一场线下互动学习。

本次活动由省委宣传部指导，
“学习强国”江苏学习平台和新华
报业传媒集团精心策划，沭阳县委
宣传部、中国江苏网、沭城街道联
合承办。

“全面小康树立了人类减贫史
上的光辉典范，彰显了我国的制度
优越性和治理优势。”活动现场，省
委党校科研处副处长刘伟教授给大
家带来《全面小康的苏北追求》专题
思政课，讲述了深刻理解全面小康
的时代意义、苏北要坚决打赢脱贫

攻坚战、开创苏北高质量发展新局
面等内容。

本次活动设置观众互动知识竞
答环节，通过3轮9道题目的问答，
考验现场观众对于“学习强国”挑战
答题的熟悉程度。“我最喜欢学习强
国‘挑战答题’这个环节，既有知识性
又有挑战性、娱乐性。”参加抢答的纪
树生说，通过“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可以了解国际国内形势，掌握时政动
态，丰富知识，提升工作能力。

“此次‘学习打卡我来了’线下活
动，创新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学习方
式，既让我们有机会充分展示利用平
台学习、实践新思想新理论的丰硕成
果，也必将为全县党员干部群众掀起
新一轮学习热潮注入动力。”沭阳县
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姜若鸣说。

（倪亚琼 徐明泽）

“学习打卡我来了”走进沭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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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8日，由赛迪顾问县
域经济研究中心编制的《2020中国
县域经济百强研究》发布。榜单显
示，我省25个县市上榜，数量位居全
国第一。前10名中，我省占一半，分
别为昆山、江阴、张家港、常熟、太仓，
并继续包揽前3位。

百强县榜单以“地区生产总值大
于400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大于
20亿元”作为两大数据入库门槛，建

立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
标体系，包括一级指标4个、二级指
标8个、三级指标22个。

百强县中GDP突破千亿级别的
县域达到33个，较上年增加3个。
其中，我省斩获14个席位，浙江省获
得8个席位。

值得关注的是，昆山市和江阴市
2019年GDP均突破4000亿元大关。

（许海燕 王 静）

最新全国百强县榜单揭晓

百强前十名 江苏占一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