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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之美在于水，“水韵江苏”
素享盛誉，“鱼米之乡”自古闻名。
省委十三届八次全会提出要以江河
湖海为脉络优化空间格局，充分彰
显“水韵江苏”之美，正是站在永续
发展的高度，针对美丽江苏建设作
出的重要部署。

放眼全国，江苏是唯一一个同
时拥有大江、大河、大湖和大海的省
份。长江横穿江苏构成壮丽的横
轴，大运河纵贯江苏形成秀美的纵
轴，太湖、洪泽湖如镶嵌在大地上的
两只蓝色的眼睛，而浩瀚的黄海如
同图画中隽永的留白。江苏依水而
生、因水而兴，自然禀赋为江苏带来
了发展契机，也成为生态保护、绿色
发展中最大的变数。如何系统谋划
沿江、沿河、沿湖、沿海地区的发展，
统筹考虑生态保护、城镇布局、产业
发展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人
口资源环境的均衡、经济社会生态
效益的统一，成为摆在江苏干部群
众面前的一道必答题。

沿江地区，一江两岸是我国经
济发展基础最好、综合竞争力最强
的地区之一，但是由于历史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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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论高起点推进美丽江苏建设

本报评论员

盛夏时节，海安滨海新区双龙
村 6 组农田里大片大片的豆荚浓绿
一片，红瓦白墙的农家小院门口满
树黄杏压弯了枝头。“五十六个民
族，五十六枝花，五十六个兄弟姐妹
是一家⋯⋯”欢快的旋律，爽朗的笑
声，时不时从院内传出。

一身蓝布衣，腰围黑色裙，小院
的主人彭木秀身穿侗族传统民族服
饰载歌载舞。村干部朱秀萍带着村
里10多个少数民族姐妹进行“百里
千家，文化惠民文艺演出”前彩排，
彩排需要个宽敞的地方，彭木秀主
动邀请大家来她家。

“嫁到这里 26 年，为村里的活
动出份力，这是头一回。”彭木秀笑
着说，“倒不是我小气，过去我的房
子连站脚的地方都没有，每天忙着
种地养猪，参加这些活动想都不敢
想。”1994 年，彭木秀嫁到双龙村，
丈夫患有腿疾，生活重担全压在她
肩上。“那时候，家里就两间破瓦房，
一到雨天家里漏雨，女儿写作业都
找不到干的地方。”刚开始，彭木秀
家仅有 4 亩地，全家年收入少得可
怜，逢年过节，全靠村里和乡亲接

济，日子捉襟见肘。
“一定要帮助彭木秀脱贫、致富。”

村支部书记赵华看在眼里，急在心
上。考虑到彭木秀家庭特殊，她是家
庭主要劳动力，照顾丈夫女儿担子重，
2012 年，村里联系上养猪大户张昌
元，希望通过一对一结对帮扶，改善彭
木秀家贫困现状。“我也想养猪，但我
没本钱，村里跟我说的时候我心里也
打鼓。”彭木秀介绍，“结果张大哥说猪
仔、饲料他提供，只要我养起来，年底
他就能收。有了大户兜底，我就只管
甩开膀子干。头一年，养猪就赚了
5000 元。”尝到甜头，彭木秀有了干
劲，第二年多养了 10 头猪，到了 2014
年这套漂亮的新房子就建了起来。

大大的液晶电视，双开门电冰箱，
立式空调呼啦啦地吹着冷风。“日子一
年比一年好，2016 年养了 90 头猪，当
年收入有 5 万元，女儿也在同年考上
大学，照顾女儿的担子轻了，但经济压
力更大了。”2016 年是彭木秀奔小康
的一个转折点，“种地养猪始终是靠
天吃饭，本钱有限很难再有发展，自
己年纪也大了，要是能有份稳定工作
就好了。” ▶下转2版

“少数民族村”，
小康路上一户不落

截至8月9日15时，我省长江、太
湖和淮河地区防汛应急响应均降至
IV级，这标志着前阶段严峻的汛情缓
解，我省防汛抗洪救灾工作“考”出了
无重大险情、无人员伤亡、无重大损失
的优异成绩，取得阶段性胜利。

今年我省梅雨期超长，共发生10
轮强降雨，梅雨量是常年的 2.5 倍。
上游来水超多，长江南京段水位超历
史极值；太湖发生流域性大洪水、连
续 9 天超保证水位；淮河发生流域性
较大洪水、干流全线超警戒水位。应
对严峻汛情，实现有大洪无大险，江
苏“金钥匙”在哪里？

托福“防洪墙”，坚守两个高标准

7 月 21 日，南京中山码头附近，
逾百年历史的长江南京潮水位站，电
子屏上清晰显示“10.39 米”，标志着
最高水位刷新历史纪录。

从小在附近长大的王瑛用手机
拍下了水位不断创新高的过程。“小
时候，谁也不敢在发洪水时来江边看
风景。现在不光建起坚固的‘防洪
墙’，还有这么多人在守护大堤，我感
觉很安心。”

“工程是基础，调度是关键，防守
是保证。我们坚持系统化思维、科学
化应对，让洪水平安入海，让百姓平安
生活。”省防指副指挥、省水利厅厅长
陈杰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历
届省委、省政府始终将治水放在突出
位置，开展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
基本建成防洪、挡潮、除涝工程体系。

新建成的新沟河工程是太湖流域
洪水北排长江的骨干工程。汛前，省水
利厅专门研究制定新沟河调度方案。
自太湖水位超警戒起，工程排洪总量已
超6亿立方米，在长江高水位顶托、太
湖高水位挤压的不利情况下，有效解决

了武澄锡地区涝水出路问题。
多年来，尤其是近 3 年来，我省

保持每年 400 多亿元的水利投资力
度，长江堤防防洪能力全面提升，长
江崩岸应急治理工程加快建设；太湖
治理新沟河工程建成，新孟河工程具
备通水条件；淮河流域重点洼地治理
工程加快推进，里下河川东港工程建
成通水。全省长江、太湖、淮河等流
域的防洪标准均达 50 年以上。依靠
防灾减灾工程体系，我省成功应对了
历次流域性和区域性重大洪涝灾害
的威胁，保证了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不光高标准建设，更要高标准管
理。全省 947 座在册水库是防汛工
作的重中之重。入汛以来，省水利厅
部署各地实行线上线下实时监测，精
准控制水库运用，及时腾空库容调蓄
洪水。正是高标准的“管”，实现了高
保证的“安”。

上好“预备课”，系统思维抗大洪

——预备周全。
坚持“建重于防、防重于抢、抢重

于救”。今年年初，预测预报显示，汛
期长江、太湖、淮河有发生大洪水甚
至超标洪水可能，各级防汛抗旱部门
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
灾，积极做好各项汛前准备。

汛前，省委书记娄勤俭主持召开
省委常委会会议专题研究部署防汛
工作；省长吴政隆赶赴溧河洼灾后重
建应急治理工程现场，检查推进水利
复工和水利工程建设；省防指加密会
商研判，及时部署落实防御措施。

“在汛期来临前，我们对防汛物
资进行预置，对抢险队伍进行演练，
一旦发生险情，可在最短时间、最近
距离、最快速度调度到位。”省防办副
主任蒋建新说。 ▶下转2版

面对史所罕见的“超强降雨”“超大洪水”，我省成功“考”出无重大险情、
无人员伤亡、无重大损失的优异成绩——

有大洪无大险，“金钥匙”在哪里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月7日，世界物联网日，2020世界物联网
博览会在无锡开幕。一年一相聚，世界物联网

“朋友圈”在太湖之滨感受物联世界，共谋发展
良策。

物博会搭建了交流合作的平台，也见证了
世界物联网版图上烙下的“太湖印记”。十年磨
砺，无锡缔造了中国物联网产业的“首航之城”；
数载奋进，开启了物联网发展的“领航之路”。
放眼全球聚资源，无锡物联网产业规模不断壮
大，企业集群逐步形成，创新成果开始涌现，应
用示范效应凸显。物联网已然成为无锡经济的

“新基因”和“顶梁柱”，更为产业智慧转型和城
市精彩蝶变注入了不竭动力。

精耕细作 拔高产业地标

当前，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正加速演
进。面对机遇，无锡以开阔的胸襟和开放的视
野，将以物联网为龙头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作为重大战略选择和优先选项，全力打造物联
网产业“全球标杆”。

5 月，中电海康无锡物联网产业基地正式
开工。作为慧海湾小镇的核心区，项目总投资
22 亿元，旨在推动构建边缘计算为核心的产业
生态。项目建成投用后将集聚相关企业超200
家，产值超百亿元。

在无锡，没有哪一个新兴产业像物联网那
样势头强劲。截至去年底，全市物联网产业营
业收入达到 2837.3 亿元，同比增长 16.41%，总
量接近江苏省的二分之一，汇聚了微软、英特
尔、西门子、华为、海尔、阿里巴巴、腾讯、浪潮等
国内外知名企业，形成了涵盖芯片、感知、传输、
平台、应用与安全的完整产业链。无锡物联网
集群成为全国唯一的物联网领域国家级先进制
造业集群。

领军企业加速涌现，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
投资超100亿美元的华虹集成电路研制基地、投
资86亿美元的海力士二工厂、投资55亿元的浪
潮大数据产业园等项目先后建成，打造了无锡经
济新的增长极。智能传感产业成为全国首批创
新型产业集聚区；云计算、大数据企业去年实现
销售增长34.08%，集聚度全省排名第一，浪潮卓
数、帆软软件上榜“中国大数据企业50强”。

一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行业“单打冠
军”异军突起。卓胜微电子自主研发的射频芯
片进入华为、小米等主流智能终端市场；中航雷
华柯林斯（无锡）有限公司的航空综合监视产品
应用于中国商飞 C919 首飞研制；芯朋微、奥特
维等企业成功登陆科创板。

发力5G，为无锡物联网产业发展打开新风
口。截至今年上半年，无锡已累计建成 5G 基
站超 6600 个，基本实现市区、发达镇村和重点
区域的全覆盖。建立窄带物联网基站5500个，
覆盖商业用户 150 万户，成为全国首个窄带物
联网全域覆盖的地级市。同时，无锡还率先建
成全国首个 IPv6 规模商用网络，覆盖用户 700
万户。 ▶下转5版

产业实力持续攀升

龙头企业加速汇聚

创新应用全面开花

世界物联网发展

，且看无锡 8月4日，镇江市“万企联万村 共
走振兴路”村企对接活动暨联建项目
签约仪式举行，签约项目100个，其中
村企党建联建项目30个，村企产业联
建项目 70 个，总投资 33.13 亿元。至
此，镇江村企产业联建项目总数达
170个，项目计划总投资78.19亿元。

镇江市委书记马明龙表示，镇江
积极探索村企联建“五个一”工作模
式，即建一套推进机制、抓一批产业项
目、搞一组对接合作、拓一方消费市
场、烘一片火热氛围，注重深入调查村

情企情，做好精准对接；因村制宜联建
各类项目，促进农民增收；围绕镇江和
连云港两大主战场，有力有序推动乡
村与城市共同“跑起来”、迈向现代化。

项目为王，
广袤乡村成为创业沃土

河道风光带旁绿草如茵、荷塘遍
布，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如火如荼，
新近修建完成的水泥机耕路打通乡
村生活和耕作的“最后一公里”——
眼下的句容何庄村，一派鲜活美好的

田园景象。更令村民们欣喜的是，江
苏句容投资集团一举投资 7 亿元帮
助何庄打造特色民居工程，将为培植
乡村旅游产业创造有利条件。

江苏句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
委书记、董事长吉田刚说，句投集团
在参与何庄乡村振兴试点工作中，发
行了“人居环境项目贷款”，这是全省
第一单，“乡村是企业发展的大舞台，
我们将继续撸起袖子加油干，把何庄
村打造成农业农村现代化示范样板。”

▶下转3版

工商资本携170个产业项目落户乡村

镇江：“五个一”跑好村企联建第一步

直播电商经济为乡村发展插上
“云翅膀”，立足乡村休闲旅游新业态
带村民奔小康⋯⋯记者行走在连云
港的乡村阡陌，倾听乡亲讲述美好生
活，见证村美民富的好景象，“种植养
殖+电商+旅游”融合发展的精彩文
章正在这里书写。

特色产业兴，敲开“幸福门”

仲夏时节，东海县双店镇三铺村
姹紫嫣红，花香四溢，500 多栋温室
大棚内，村民们忙着侍弄花草。

“起初村民们对种植鲜切花并不
认同。”三铺村党总支书记郝大宝说，

村里组织村民外出参观学习，建“党
员创业示范基地”让党员、村干部带
头干，探索推出“支部+合作社+农
户”发展模式，并为花卉种植户解决
资金、技术、种苗等难题，给村民吃下

“定心丸”。
如今，三铺村将鲜切花产业发展

成特色产业，靠着土地流转、育苗中
心发包等，去年村集体收入达 100 多
万元。短短两年多，这个省定经济薄
弱村已然“摘帽”，村民全部脱贫。

一条鲜花产业链，敲开村民“幸
福门”。 ▶下转3版

“庄稼汉”玩转“电商+旅游”
—— 连云港村民这样“花式致富”

百村调研行百村调研行

9 日，约 50 头麋鹿“现身”东台条子泥湿地，这是去年至今在条子泥湿地发现的数量最多的麋鹿种群。据麋鹿保护
区专家介绍，目前发现野生麋鹿最南端到达南通，最北端到达连云港。 单中华摄 视觉江苏网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