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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张“专心工作”的照片近日引发网友热议：在南宁市望
州岭农贸市场，一名市场监管部门执法人员，半蹲在菜摊前，
拉线“丈量”一些菜品摆放是否超出摊位，以此提醒经营户摆
放整齐。

对菜市场进行精细化管理很有必要，整洁卫生也是对经营
户的基本要求。不过，菜市场菜品繁多、人流量大，有些菜品一
会就卖完了，需要不断上新。售卖过程中，还需要兼顾摆菜“一
丝不差”，似乎有点“精细”过了头，不太现实也没有必要。城市
管理，需要用好绣花功夫，但要用对地方，方便百姓。如此丈
量，怕是量不出城市的“精细化”，还是少量为好。

杨 丽/文 勾 犇/图

这把尺子量不出“精细化”

八卦洲：扮靓江畔，打造
“城市中心花园”

在南京市发改委长江处一位工
作人员的桌上，记者看到了一组对
比图：前一张图中，数十艘大小不一
的船只正停靠在岸边“歇脚”，岸上
布满了造船厂和码头，钢架林立、遍
地灰石；后一张图中，绵延的岸线上
已种上了杉树，遍地小草抽了芽，给
灰黄的土地涂抹上了一层绿意。“两
年时间，八卦洲真的大变样了。”该
工作人员感叹。

地处南京市栖霞区西北部的八
卦洲，是长江第三大岛，面积 56 平
方公里，有近 3.5 万人在此常住。虽
然素有“江中绿岛”和“中国芦蒿第
一乡”之称，可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
间里，八卦洲长江岸线乱占、乱建、
乱排问题严重，砂厂、船厂、码头、违
法违建企业、“三无”船舶等成为长
江岸线的伤疤。

“以前天天在江边走，却根本看
不到长江水。”身为土生土长的八卦

洲人，53 岁的夏远胜还清楚地记得
曾经“近水不亲水”的生活，“原来江
边的船厂，大多砌上了一人高的围
墙，船厂生产中还会产生油气、粉
尘，不仅阻碍视线，更影响生活。”

岸线清理整治迫在眉睫。八卦
洲岛南不足 4 公里的长江岸线上，
最多时曾集聚了 20 家船厂等企业，
如今，300 多亩沿江地块覆盖上绿
草树林，“江中绿岛”美景重现。

“近几年，我们对违法违规占用
长江岸线行为进行坚决打击，并按
照‘宜林则林、宜草则草’的原则，对
企业关停搬迁后的退役场地进行整
治、修复，全力打造连贯的绿色生态
界面。”栖霞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
孙爱军介绍，眼下，八卦洲已完成 9
家企业拆除整治工作，正在推进 1
家船厂的拆除工作，恢复长江岸线
3.78 公里，实施长江沿岸 300 亩造
林及200亩湿地修复。

碍眼的围墙和造船厂都拆除
了，夏远胜又能看到滚滚长江水了，
更让他惊喜的是，湿地公园的野
鸭、白鹤等野生动物也回来了。“我
们是离新街口最近的农村，城市的
中心花园。”八卦洲街道党工委书
记倪天华骄傲地说。凭借良好的
生态优势，八卦洲先后成功创建首
批省级现代农业科技综合示范基
地、市级和省级现代农业科技园
区。2017 年起，一年一度的南京

“农业嘉年华”更是把八卦洲作为
永久性会址。

世业洲：绿色蝶变，从工业
岛变“健康岛”

世业洲四面环江，南面与镇江
城区隔江相望。初夏时节，这个 44
平方公里、人口不足 1.5 万人的江中

小岛绿树成荫、鸟语花香。然而就
在几年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模样。

“过去，世业洲的江边码头、企
业林立，小渔船、采砂船众多，家门
口河水也发黑发臭。”81 岁的小岛
居民吴宝龙对曾经满目疮痍的世业
洲记忆犹新。

变 化 就 发 生 在 这 几 年 。 自
2015 年开始，世业洲先后关闭了 7
家船舶修造企业、4 个砂石码头，并
先后实施农村户厕提升、污水管网
建设等工程。“我们在河道两边建
起了生态挡墙，进行了绿化，并对
河道清淤，保证水质达标后排入长
江。”镇江市丹徒区世业镇副镇长
聂永平说。如今，世业洲江滩面貌
焕然一新，真正成为了“远离城市
的一方净土”。

现在提起世业洲，人们还会想
到另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 ：健康
岛。“岛上没有任何工业污染，目前
发展的都是生态农业。为了满足观
光旅游需求，岛上居民纷纷种植桃
子、葡萄、梨等各种水果，民宿也正
在起步。”镇江市农业农村局副局
长李传德介绍。

提升道路景观、增加绿道、构筑
水上交通轴⋯⋯5 年来，世业镇以

“健康+”理念为引领，推动“生态岛”
“音乐岛”“旅游岛”“田园岛”四岛共
建，借助本地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
优势，打造以旅游休闲、高效农业、
健康养生等为一体的绿色产业，树
立起全民健康与全面小康生动结合
的典型样板。

双山岛：整岛保护，让绿水
青山“活”起来

漫步在张家港双山岛大伯墩湿
地公园，满目的芦苇荡在微风中起
伏，苇丛边横行着小螃蟹，百亩荷花
盛开，鸥鸟低低地飞过。

双山岛四周水域与无锡、苏州、
泰州和南通四市的长江水域相连
接，岛内水网丰富、绿植青葱，仿佛

一个世外桃源。
这里不仅是张家港的“地标”，

还是个名副其实的“零开发岛”。百
年来，岛上以农业为主，无任何工业
进驻，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原始生态
环境保护最完好的岛屿之一，展现
了难以复制的自然风貌和水乡人文
风情。

然而，“零工业”却不代表着“零
污染”。过去的双山岛一直以农业
和渔业为主，粗放的种植养殖模式、
散乱排布的码头，对环境也造成了
一定破坏。

如何唤回一方净土？张家港走
上“环境保护、生态修复、绿色发展”
的新路子。

依托得天独厚的江岛优势、结
合扬子江城市群建设、聚焦高端休
闲度假产业，双山岛提出“长江慢
岛、沙上绿洲”的全新定位。以“八
区四园”为规划，双山岛在对岛屿进
行综合整治、恢复生态基底的同时，
完成了岛上的道路桥梁、河道水系、
绿化景观等基础设施建设。同时，
投入近 30 亿元进行农户整体搬迁，
目前已有 2900 户居民离岛上岸，
500户居民就地安置。

如今，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双
山岛重现“水清、流畅、岸绿、景美”
的自然图景，被称为“鸟中大熊猫”
的濒危物种震旦鸦雀也频频出现在
双山岛湿地公园里。

“ 生 态 是 发 展 的 第 一 优 势 和
最大潜力，双山岛要做的就是让
生态‘活’起来。”张家港双山香
山旅游度假区党工委副书记、管
委会主任张毓鸿介绍，小岛近年
来引入了乡伴理想村、灯塔民宿、
涵田度假酒店、飞行营地、水上运
动公园等一批旅游重点项目，为
群众提供了一个贴近自然的休闲
度假胜地，在提升环境品质的同
时，形成了辐射周边的绿色生态
产业联动发展模式。
本报记者 沈佳暄 丁蔚文 田墨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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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长江奔流不息，一个

个江中洲岛仿佛一颗颗璀璨

的宝石。过去，过度开发利用

曾让这些“宝石”一度黯然失

色、伤痕累累。如今，秉承“共

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理念，

江苏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新

路，让长江“黄金带”上的“绿

宝石”串珠成链，熠熠生辉。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爸爸
现在不能回来，听爷爷奶奶话好不
好？”“好⋯⋯爸爸加油。”

今年 2 月，一段驻村民警与女儿
的视频通话被众多媒体转发，收获20
余万次点赞。置顶评论“我们待腻的
家，是他们想回回不去的地方”道出
了众多观者的心声。近日，省委宣传
部正式授予视频的主人公——淮安
市建淮派出所所长蒋大为江苏“最美
基层共产党员”称号。

守村 66 天，实现疫情防控
“震中”逆袭

战疫初期，淮安区石塘镇鹅钱村
经排查共有 32 名武汉返乡人员，其
中疑似 6 例，确诊 4 例。更为严峻的
是，该村与淮安区主城区只相隔一条
灌溉总渠，如果鹅钱村守不住，后果
不堪设想。1 月 24 日除夕夜，蒋大为
向组织交送了一份请战书。“作为建
淮派出所所长，出任驻村负责人我义
不容辞。疫情不退、我们不退！请组
织批准。”请战书上鲜红的指印彰显
了守护一方百姓的初心使命。

驻村期间，蒋大为带领 76 人组
成的疫情防控突击队，在全村开展无

人机巡逻、电话代购、预约服务，带领
防控队员累计为群众完成更换煤气、
采购奶粉、寄取快递等民生实事 190
余件，开展心理疏导 2640 余人次。
他还提炼总结出来访人员“三步走”、
隔离人员“两上门”、工作人员“一口
清”的“三二一”工作法，推动了防疫
工作有序、高效进行。

“守住一个村，护住一座城”，铮
铮誓言背后，是小家的牺牲。每天为
村民跑腿代购的蒋大为，突然想起自
己家也会缺油少米。这也是驻村 66
天期间，他唯一一次回家。

5 年瘦了 10 多公斤，考核
年年排名第一

“要趁年轻多干些实事，基层派
出所的工作虽然辛苦，但我绝不会放
纵任何一起犯罪。”2015 年下派基层
之初，蒋大为就暗下决心。

2016 年初冬的一天，凌晨 1 点，
蒋大为接到命令，紧急参与一起假酒
案件的抓捕工作。“到早上 8 点，查清
了 1000 多箱假酒后，我才发现大为
竟然穿着一双凉皮鞋，皮鞋的透气孔
上全是白霜。”民警杨金浪回忆道。
原来，蒋大为已经2天2夜没合眼，刚

睡下又突然接到命令，匆忙之下套了
一双凉皮鞋就出门了。

2018 年 1 月，派出所接到报警：
辖区内某企业在外省拓展业务过程
中被骗去 8 万元。“我知道他们人少，
个个忙得走路带风。”受害企业董事
长周宪超告诉记者，“哪怕做好笔录
后就把这事放到一边，我也能理解。
没想到过了一个星期，蒋所就通知我
去派出所领回损失。”周宪超不知道
的是，为了破案，蒋大为带队先后前
往外省4次，行程近千里。

调至基层派出所工作的 5 年，蒋
大为瘦了10多公斤，先后荣立个人三
等功6次、获得“江苏好人”“淮安市劳
动模范”等称号。而他所带领的派出所，
先后破获民生案件200余起，为群众、
企业累计挽回经济损失 140 余万元，
年年考核均为全区农村派出所第一。

“解决好每一件小事，才对
得起头上的警徽”

“做基层工作不能急功近利，我
们眼里的小事，其实对老百姓来说
就是大事。”蒋大为常常将这句话挂
在嘴边。

“说好了‘不甜不要钱’的西瓜，

我尝了不甜，为什么不给退？”“我家
的鸡昨天被偷了 5 只，能不能抓到小
偷？”这些民生“小”事，构成了基层民
警的大部分工作日常。

2016年6月的一天，闸南村赵风
来大爷家的草堆被几个小孩点火烧
毁。赵大爷家庭贫困，为了省钱一直
没买燃气灶，没了草堆，做饭烧水都
成问题。“报警后，我被老伴笑话了一
通：警察那么忙，哪有空管你这些鸡
毛蒜皮的事儿？”然而，第二天下午，
两辆满载干草的农用三轮车就开到
了家门口，堆好草堆后，蒋大为还跟
赵大爷唠起了家常。“临走时，蒋所长
把电话号码留给我，说有事就跟他
说，我心里别提多暖了。”赵大爷说。

年底，又一件暖心事来“敲门”。
“镇民政部门突然通知我去领慰问金
和慰问品。”赵大爷向工作人员询问
才得知，蒋大为了解到他家庭贫困，
便向民政部门反映并帮忙办理了贫
困补助。“都说有困难找警察，连我没
说的困难他都帮我想着。”赵大爷激
动地说，“现在他调走了，我和老伴还
总会念叨他，总想着去建淮派出所看
看他，跟他聊聊天⋯⋯”

本报记者 张莎沙

实干铸盾，守护群众平安幸福
—— 记最美基层共产党员蒋大为

本报讯 “只要您到泰州来，就有
机会获得最高1亿元的项目资助。”泰
州市近日召开 2020“智汇泰州 创赢
未来”云创·云投·云聘发布会，向四海
英才发出邀约。

“泰州市委市政府求贤若渴，秉持
‘宁可少修一条路、宁可少盖一栋楼，
也要保证人才优先发展’理念，广纳天
下人才。”泰州市副市长徐文进说。本
次活动发布了第七届中国（泰州）国际
医药高层次人才双创大赛“招贤令”，
还举行2019年度泰州“创新创业杰出
人才”颁奖仪式。双创大赛得到许多
知名金融投资机构的关注与支持，达
成一批合作意向。

泰州已与全国 126 所知名高校
建立人才合作关系，市人社部门先后
与吉林大学、东南大学、山东大学等
10 所省内外重点高校建立全方位战
略合作关系，并分别设立泰州人才服
务校园工作站。 （顾介铸）

到泰州投资兴业

最高可获亿元资助

本报讯 为进一步推进全省环
境空气质量改善，按期保质完成年
度大气污染防治攻坚目标任务，自
今年 7 月起，省生态环境厅每半月
组织对 13 个设区市 PM2.5 浓度、臭
氧超标天数及空气优良率进行一次
现状排名。

6 月份，PM2.5 浓度由高到低依
次排序为徐州、泰州、扬州、连云港、常
州、宿迁、镇江、淮安、南通、无锡、盐
城、苏州、南京。臭氧超标天数由高到
低依次排序为宿迁、徐州、扬州、连云

港、镇江、淮安、泰州、常州、无锡、南
京、盐城、苏州、南通。空气优良率由
高到低依次排序为南通、苏州、盐城、
南京、无锡、常州、泰州、淮安、镇江、连
云港、扬州、徐州、宿迁；VOCs浓度由
高到低依次排序为常州、镇江、南京、
泰州、扬州、连云港、无锡、宿迁、苏州、
徐州、盐城、南通、淮安。省生态环境
厅将结合排名情况，进一步加大对上
述排名靠后设区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的督查力度，确保全省环境空气质量
持续改善。 （吴 琼）

各设区市6月空气质量排名发布

日前举行的淮安优秀青年人才
引进活动暨夏季高校毕业生就业双
选会，向人才送上了 3 份独特的“礼
物”，出台了吸引人才的一系列政
策。从设立“人才日”，到发放“英才
卡”，再到举办“菁英会”，最近一段时
间以来，二三线城市动作频频，各显
身手吸引人才。

“出去一火车，回来一卡车。”长
期以来，一些中小城市苦于人才流
失。然而，这种情况正在悄然发生变
化：最近一组针对 2019 届高校毕业
生的统计数据显示，本科毕业生在一
线城市就业的比例从 2015 届的 26%
下降至 20%，高职毕业生选择在一线
城市就业的比例从 2015 届的 19%下
降至 15%。这就是说，相比过去，更
多的大学毕业生回到了二三线的中
小城市。

国际上的人才引进规律表明，当
一国或一个地区的人均 GDP 超过
2000 美元后，科技人才即开始大量
回流。这一“回流拐点”，其实对二三
线城市也有借鉴意义。经过这些年
的 发 展 ，很 多 二 三 线 城 市 的 人 均
GDP 早已超过 2000 美元，这些城市
的产业基础、配套设施以及企业数
量、层次、规模早已今非昔比。高楼
林立、交通发达，文化教育卫生等公
共服务水平不亚于大城市，已经是一
些二三线城市的普遍情况。而一些
传统大城市房价高、生活成本高、通
勤时间长，让很多毕业生望而生畏。
对比之下，中小城市在人才竞争中的

“得分点”陡然增加，对人才的“磁场
效应”陡然增强。对中小城市来说，

应该抢抓人才“回流潮”，顺势而为，
积极作为。

抢抓人才“回流潮”新机遇，首先
要重视引才，树立人才是第一资源的
意识，把人才发展放在重要位置。近
年来，不少中小城市都出台了就业补
助、租房补贴、购房券兑现等引才优
惠政策和奖励措施，这些真心实意的
政策红包加速了人才向中小城市聚
焦、回流。还应该看到，当前不少毕
业生在面对留在大城市还是中小城
市的选择时，最看重的往往是发展的
平台和公平的竞争机会。如果光有
舒适的环境，缺乏实现自我的平台，
恐怕引进来也留不住。因此，既给优
惠政策又给平台机遇，才能拓宽人才
回流的“河道”。

让中小城市人才“回流潮”更加
汹涌，还需要人才就业观念的转变。
一直以来，关于“留在大城市里闯一
闯”还是“回家乡”的讨论不断。应该
承认，每种选择都值得尊重，但是，

“宁要大城市的床，不要小城市的房”
的传统观念却应该摒弃。“心有舞台
天地宽”，中小城市数量众多，聚集了
庞大的资源、产业、环境等发展要素，
必将为各层次人才提供干事创业的
广阔舞台。

对中小城市来说，如何实现从
“人才流失地”到“人才回流地”再
到“人才新高地”的转变，是摆在城
市面前的现实问题。社会各方应
该为中小城市引才创造更加良好
的环境和条件，帮助中小城市在发
展中引才聚才，在引才聚才中实现
更好的发展。

抢抓人才“回流潮”
魏晓敏

本报讯 省生态环境厅近日对
全省纳入高质量发展监测评价考核
的 63 个县（市、区）的地表水环境质
量进行排名。

上半年，地表水环境质量相对
较好的前 10 位依次是江都区、浦口
区、六合区、高淳区、如皋市、太仓
市、通州区、江宁区、丹徒区、靖江
市。相对较差的后 10 位依次是贾
汪区、铜山区、涟水县、泗洪县、海安
市、睢宁县、邗江区、宜兴市、灌云
县、建湖县。地表水环境质量改善

幅度相对较快的前 10 位依次是仪
征市、靖江市、泗阳县、姜堰区、金坛
区、泰兴市、兴化市、通州区、武进
区、如东县。改善幅度相对较慢的
后 10 位依次是贾汪区、铜山区、东
海县、泗洪县、东台市、盱眙县、宜兴
市、灌云县、吴江区、邗江区。

省生态环境厅将结合排名情况，
进一步加大对上述排名靠后县（市、
区）水污染防治工作的督查力度，确
保全省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吴 琼）

上半年地表水环境质量排名出炉

位于南通市崇川区的新桥菜市场，升级改造后内部环境焕然一新，货摊摆放整齐，蔬菜、水果、肉类、海鲜等种类齐
全。图为2日，周边居民在菜场买菜。 钱咸华摄 视觉江苏网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