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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我承诺、我践行、我
给力。提倡文明送兵，践行节约养
德，拒绝餐饮浪费，从你我做起！”近
日，正在宿迁市宿城区役前训练场
参训的准军人们共同作出承诺，并
在横幅上郑重签下名字。

往年每逢新兵入伍前夕，宿城
区许多家长和亲友总要张罗置办酒
席为孩子送行。针对这些现象，宿
城区征兵办在征求适龄青年和家长
意见基础上，结合宿迁为建设全国

文明城市在市民中颁布倡导的“宿九
条”，拟定“文明送兵”倡议书，倡导送
兵不请客送礼，拒绝大摆“送兵宴”，节
约粮食反对浪费。8 月 24 日倡议书
一发布，就在应征青年及家长中产生
较好反响，许多原先准备订“送兵宴”
的家庭纷纷打消念头。“倡议书发布得
非常及时，我第一时间就拍照发到朋
友圈，还打电话劝姑姑和小姨取消为
我送行的宴席。”宿城区双庄街道预征
对象李培杰说。

倡导“文明送兵”的同时，当地还
倡导“开一次座谈会、赠一本好书籍、
送一句祝福语、照一张全家福”的“四
个一”活动，广泛开展革命英雄主义教
育，打牢新兵扎根军营建功立业的思
想基础。 （李弘非 闵 飞 陈月飞）

反浪费改陋习文明送新兵

宿城倡导拒绝大摆“送兵宴”

本报河北张北电 经过江苏团
队的 8 年耕耘，一颗“江苏种子”让
干涸盐湖变成 10 万亩绿洲。10
日，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张北县举行
的“安固里淖干涸盐湖资源综合利
用技术集成示范暨合作开发生态治
理成果专家评价会”上，由中国工程
院尹伟伦、郑绵平两位院士领衔的
专家组对此项目给予充分肯定。评
价报告指出，该项目对安固里淖干
涸盐湖的植被恢复与重建取得了显
著的成效，获得显著的生态效益、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具有示范和引
领作用。

安固里淖曾是华北地区第一大
高原内陆湖，历史上有“坝上明珠”
之称。由于多种原因，安固里淖在
2004 年彻底干涸，盐碱湖盆 pH 值
超过 10，盐分是海水浓度的两到三
倍。干涸的盐湖周边草场退化，荒
漠化加剧，并以每年 20%的速度向
四周蔓延。安固里淖与北京的直线
距离只有 143 公里，但海拔比北京
高1250米，是北京出现盐碱尘暴的
源头之一，被称为“悬在北京头上的
一盆沙”。

在国家有关部门牵线协调下，

2013年，盐城绿苑盐土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跨越千里来到安固里淖实施生态
治理，得到有关部门支持以及多位院
士领衔指导。如今，这颗盐湖治理的

“江苏种子”已在安固里淖生根发芽，
实现对 10 万亩干涸盐湖的“绿色覆
盖”，湖盆 pH 值降到 9 以下，创造了
生态奇迹。今年 9 月，江苏省中国科
学院植物研究所出具的评估报告显
示，安固里淖的植被有 65 种，草原等
级达到中质中产，有约一半区域的物
种多样性较丰富。生态改善，也为当
地发展食品加工和旅游产业创造了
条件。2015 年，当地种植的碱蓬、海
蓬子被列入国家新资源食品特色蔬
菜名录。

评价报告还指出，项目兼顾了生
态恢复与产业开发，在干涸盐湖植被
恢复与生态治理方面居国内领先水
平，在干涸盐湖耐盐植物的植物盐、青
汁粉等产品开发上具有国际领先水
平。目前，我国有盐湖 1500 多个，其
中 1 平方公里以上的盐湖 831 个，盐
碱地面积有约 15 亿亩。专家们一致
认为，干涸盐湖治理的“江苏模式”，具
有推广意义。

（刘宏奇 王 岩 张耀文）

“江苏种子”在华北大地创造生态修复奇迹

8年耕耘 10万亩盐湖变绿洲

国家网信办近日发布信息显示，豆瓣、抖音、兴趣部落、
爱豆等平台存在大量诱导未成年人打榜或挑拨青少年粉丝
互撕辱骂等不良行为。对这些网站平台存在的突出问题，
责令限期整改、停止相关功能。

互联网平台必须要有底线思维，乌烟瘴气的流量再多
也绝不能碰。同时，这也给追星族们提醒：你努力捍卫的明
星荣誉只是网站的流量生意。追星更应多些理性的欣赏，
少些面红耳赤的争论。 文/袁 媛 图/勾 犇

粉丝互撕打了谁的脸？

滨海县滨淮镇玉华村村民钱明
中反映：我一家五口人，只有两间小
房子，不够居住，便到村里打建房申
请。村支部书记黄金旗说村里一律
不允许建房，我也打消了念头。但
7月15日，同村单龙芳家突击建房，
我于 7 月 16 日再问黄金旗，被告知
单龙芳建房没有经过审批。想到村
部边上一栋 3 层楼的违建也一直未
被拆除，我抱着侥幸心理买来红砖
建房。谁知刚砌好四面墙，便被滨
淮镇城管中队强制拆除。而单龙芳
家违建和村部边上违建到现在未被
拆除。同是违建，为何不同待遇？

记者追踪>>>

9月9日，记者联系分管城管工
作的滨淮镇人武部部长陈杰先。陈
杰先称玉华村被纳入市工业园区规
划区，已规模化拆迁一个组，现在严
禁新建房屋。同时他也承认，玉华
村村部旁和单龙芳家确有违建，但

“村部边上 3 层楼属于历史违建，拆
除需要走流程。单龙芳家是突击用

大砖建房，被发现时房屋已建成，拆除
同样需要走流程。”

记者询问单龙芳家走完流程要多
久？陈杰先答道：“最起码要 3 个月。
玉华村在镇子边缘，光找她谈话就用
了 1 个月，之后又找不到她了。至于
第一次谈话说了什么，我不在场，不知
情。”他还称：“只要单龙芳一回来，村
里就会告知我们，我们立即过去。”

记者将陈杰先的答复转告钱明
中，钱明中却说单龙芳家一直有人。
记者再向玉华村党支部书记黄金旗核
实，直到15日终于联系上黄金旗。黄
金旗称单龙芳老公肺癌晚期，申请临
时建房送终，并保证之后拆除。村里
没有批准，但单龙芳家突击建房，村里
出于人道主义，才未进行拆除。

记者将这一情况告知钱明中，并
反复做他思想工作，他却认为村里在
推脱：“我家也有75岁老母亲，生活已
无法自理，是不是我也打个给她送终
的报告，就可以建房了？执法就要一
视同仁。”

本报记者 杨 昉

同是违规建房，为何待遇不同？

铺展开清朝宫廷画师徐扬的
《乾隆南巡图》，乾隆下江南的盛景
历历在目。《驻跸姑苏》一卷里，江南
风光旖旎秀丽，文武百官、乐工侍女
在河岸上长跪不起，最惹眼的是位
于画面中央的乾隆御舟，金碧辉煌、
精致雄伟，若长龙卧波，绣满龙纹的
船帆直插天际。这条龙船有何来
历？又从何处浩荡起航？

“这就是乾隆六下江南所乘的
龙船‘安福舻’。每次乾隆南巡，安
福舻都会提前一年南下，停至淮安
清江浦的云昙船坞，等待来年乾隆
在这里乘舟。”漫步在距离清江闸仅
有两公里的臧家码头遗址，和记者
一同参观的淮安市志办方志处处长
杜涛意兴盎然。毗邻居民小区，昔
日舟车云集的臧家码头，如今是环
境清幽的市民公园。目光抚过脚下
的码头石岸，杜涛遥指运河对岸草
木葱茏之处：“看，那就是当年云昙
船坞所在的地方。”

“御舟先至候河干，此日登舟暂
解鞍。”乾隆第三次南巡时在此写下
的诗句，以“登舟”“解鞍”寥寥数字，
点出淮安作为“南船北马之地”的枢
纽地位。何谓南船北马？杜涛介
绍，这是对中国古代南北交通方式
的概括，即南方以船为主、北方以马
为主。而位于中国南北地理分界
处，又居运河、淮河、黄河交汇咽喉
之地的淮安，就成为南来北往的行
人“换乘”之地。

“明后期至清后期，东南各省人

士北上至京，多乘船到清江浦清江
闸东舍舟登陆，再向北陆行数里，渡
过黄河后于王家营雇大车北上。南
下则反之。”杜涛对淮安的地方史料
信手拈来。“清江浦清江闸东”指的
正是臧家码头。昔日的码头盛景早
已随风漫漶，如今码头上新建起的
两道浮雕，以场景拼贴的方式，延续
着我们对历史的想象：其中一道浮
雕，一端是波涛汹涌、帆樯林立，船
舱内的达官贵人觥筹交错、迎来送
往，一端是官员纵马扬鞭，顶戴花翎
随风怒扬；另一道浮雕展开的是寻
常的平民生活图景：行街吆喝的贩
夫走卒，撸起裤管奔忙饲猪的布衣
百姓，奋力划桨摆渡的船夫⋯⋯淮
安南北的风光就这样气韵生动地流
淌开来。

难怪古往今来的文人都对淮安
当年的盛景遐想不已：漕船帆樯衔
尾，舳舫蔽水，桅幡遮天，舟车麇集，
百货山积，贩夫走卒蚁聚。稠密的
市井，园林与寺院相掩，茶幌与酒旗
相招，车辆交驰，其毂相击，行人摩
肩，衣袂遮不住汗雨⋯⋯

而今盛景安在？“看我的。”随行
的摄像记者娴熟地操作起航拍无人
机。机器轰鸣上升，缓缓地飞过波
光粼粼的水面，驶往对岸云昙船坞
曾在的地方。航拍视野下，运河碧
波荡漾，两侧楼房林立、车行不息；
运河畔的亭台、长椅等阴凉处，聚满
头发花白的老人和蹒跚学步的孩
子，悠闲地打发着午后时光。这在

运河的怀抱中不疾不徐行走的现代
城市生活，和昔日的南来北往、客商
云集相比，是另一番醉人的安恬与
繁华。杜涛介绍说，正是在他的建
议下，经淮安市民政局积极运作，
2016年，“臧家码头”成为淮安首个
恢复的古地名，码头遗址随之兴建，
成为市民茶余饭后的休憩之所。

“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抵达
多远的未来。古地名恢复了，这座
城市的历史才有了被重新打开的可
能。”杜涛说。

事实上，除了南北交通枢纽，
淮安还是明清两朝漕运总督府和
河道总督府所在之地，此时的淮
安，扼漕运、盐运、河工、榷关、邮驿
之机杼，进入历史上最为鼎盛时
期。这里，各色人等汇聚，南北物
资会通，以码头为中心的大众娱乐
文化蓬勃发展。这一切均成为某
种痕迹，烙入城市的肌体。至今，
行走在淮安运河畔，你仍会忍不住
慨叹：这座负载着历史荣光的城
市，把昔日化入当下，交织得那么
斑驳又那么自然。

“淮安的繁盛极大地促进了文
学艺术的发展。”淮安市政协文化文
史委员会主任季祥猛说，“写下《西
游记》的吴承恩是淮安人，还有一种
观点认为，施耐庵正是隐居淮安府
山阳县城创作《水浒传》。他根据淮
安南蓼儿洼祠堂里记载的宋江、吴
用、李逵、花荣 4 位义士的故事，在
山东郓城了解到的宋江等 36 人的

故事，以及淮安画家龚开所画《三十六
人赞》，综合起来加以升华，写下这部
千古名著。”城市的性格也在无形中得
到化育。季祥猛说，“包容”二字道出
淮安城市的本色，开放、合作、学习、创
新、宽容、谦让⋯⋯这些宝贵的精神是
今天淮安发展所依傍的“富矿”。

昔日淮安，因南船北马的交通
中 心 地 位 以 及 河 工、漕 运 的 兴 盛 ，

“人士流寓之多，宾客饮宴之乐，自
广州、汉口外，虽吴门亦不逮也”。
而当我们漫步臧家码头数里外的黄
河故道，发现曾经的“水陆冲要”之
处，如今人烟稀少，杂草葳蕤。如何
唤醒这座城市的历史？杜涛有一个
设想：挖掘“乾隆南巡”这个 IP，在云
昙船坞仿建乾隆御舟安福舻，打造至
板闸、河下、淮城的 乾 隆 南 巡 游 线
路，串联起沿线的臧家码头、明清漕
船厂遗址、板闸、钞关、河下石板街、
乾 隆 里 运 河 石 堤、萧 湖、明 代 漂 母
祠 等 历 史 遗 迹 。 远 期 设 想 则 依 赖
大 运 河 沿 线 城 市 的 互 动 —— 开通
经宝应、高邮直至扬州的乾隆南巡
游线路，串起大运河江苏段这一盘
活棋。旅游不是最终目的，通过打
造这条文旅线路，人们能够借此寻
回和运河有关的城市文脉。

在江苏籍作家徐则臣的运河题材
巨著《北上》里，一群人正是从淮安出
发、溯运河北上，以此追寻民族的文脉
和国家强盛的密钥。杜涛说，今天的
我们，也正走在这同一条河流上。

本报记者 冯圆芳

从“南船北马”，看淮安“繁会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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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1 版 不断强化体制机制创
新，以更加扎实有效的工作推动苏
辽对口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携手
实现高质量发展。

座谈会上，吴政隆介绍江苏经
济社会发展情况后说，在全国上下
大力弘扬伟大抗疫精神，统筹推进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决战决
胜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
启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重
要时刻，辽宁党政代表团到江苏传
经送宝，共商合作发展大计，必将推
动两省合作取得新进展。建立东北
地区与东部地区部分省市对口合作
机制，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优越性。我们将进一步提高
政治站位，树牢“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
务院决策部署，将两省对口合作与推
进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一带一路”
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等重大战略紧密结合起来，全面
落实对口合作实施方案，在携手构建
新发展格局、科技与产业创新、改革开
放、文化旅游、园区共建、干部交流等
方面深化合作，合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奋力开创新时代苏辽对口合作新局
面，为全国发展大局作出更大贡献。

刘宁受省委书记张国清委托，代
表辽宁省委、省政府对江苏长期以来

给予辽宁振兴发展的支持和帮助表示
感谢。他说，江苏省是我国改革开放
的先行者、科学发展的排头兵。组织
开展对口合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辽
苏两省对口合作，是东北振兴战略与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合作对接的重
要平台纽带。三年来，双方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口合作的重要讲
话和指示精神，交流频繁、合作密切，
优势互补、成果丰硕，充分体现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我们将进
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紧扣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加强东北老
工业基地振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
重大战略对接；充分发挥辽苏两省的
产业优势、创新优势、市场优势，深化
产业链嵌入、供应链协同、科技成果转
化、园区共建、干部交流等领域的务实
合作，全力推进对口合作向纵深发展，
共同为全国发展大局作出新贡献。

在苏期间，辽宁省党政代表团先
后考察了南瑞继保公司、南京高精传
动设备制造集团、苏宁控股集团、南京
市政务服务中心、智慧南京中心以及
城南片区夜经济等，举办苏辽对口经
贸合作洽谈会。

江苏省市领导樊金龙、王立科、张
敬华、郭元强、惠建林、韩立明，辽宁省
市领导陈向群、陈绿平、姜有为、陈绍
旺，两省政府秘书长，有关部门及部分
设区市负责同志分别参加活动。

携手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
奋力开创新时代苏辽对口合作新局面

中国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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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1 版 要认真学习领会、坚
决贯彻落实，切实把伟大抗战精神、
伟大抗疫精神转化为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党中央决
策部署的高度自觉，转化为攻坚克
难、奋发进取的强大力量，转化为推
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强富美高”新
江苏的实际行动。

会议强调，要强化理论武装、筑牢
思想根基，真学真懂真信真用，自觉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巩固深
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
做新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叠加前所

未有之大疫情，风险挑战、矛盾困难前所未
有，“四大考验”“四种危险”严峻复杂，有习
近平总书记这个坚强领导核心掌舵领航，
是党之大幸、国之大幸、民之大幸。我们必
须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定
不移做到“两个维护”，真正内化于心、外化
于行，真正体现在对党绝对忠诚上、对国之
大者心中有数上，体现在一言一行上。

会议强调，现在到了冲刺全年目
标任务关键阶段，要胸怀“两个大局”，

弘扬伟大精神，坚定信心、迎难而上，
敢担当、善作为，统筹抓好发展和安全
两件大事，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
落实“六保”任务，毫不放松抓好常态
化疫情防控，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全
力维护社会安全稳定，坚定不移推动
高质量发展，奋力夺取双胜利，努力完
成全年主要目标任务。要扭住扩大内
需这个战略基点，大力推进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

和竞争力，统筹推进现代流通体系建
设，更高层次参与国际分工，率先形成
新发展格局，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
变局中开新局。要坚持“四个面向”，
充分发挥我省科教和产业优势，大力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强关键核心技
术攻关，整合优化科技资源配置，深入
推进企业为主体技术创新，深化产业链
创新链双向融合，扎实推进产业创新发
展，勇当我国科技与产业创新的开路先
锋。要发挥好改革的突破和先导作用，
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稳住外贸外
资基本盘，着力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
增创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副省长陈星莺列席会议。

筑牢思想根基把伟大精神转化为实际行动
率先形成新发展格局增创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上接1版 特别是汪洋主席再次充
分肯定我省“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工
作，让我们倍受鼓舞、倍增干劲。全国
地方政协工作经验交流会后，省委娄
勤俭书记专门作出批示，要求全省政
协系统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进一步做
好“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工作，充分
凝聚共识，发挥政协智慧力量。我们
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牢抓细工
作、创新创优品牌，切实把人民政协制
度坚持好、政协事业发展好、专门协商
机构作用发挥好。

黄莉新强调，全省各级政协认真
贯彻落实中央、省委政协工作会议精
神，思想理论武装得到新加强、党的建
设质量实现新提升、服务中心大局取
得新成果、凝聚思想共识有了新突破、
注重改革创新打造新品牌、助力“两

线”作战彰显新作为，开创了新时代政
协工作新局面。我们深刻体会到，进
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代政协工作，必
须始终坚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作为统揽政协一切工作
的总纲，始终坚持把党的全面领导作为
政协事业发展进步的根本保证，始终坚
持把服务中心大局作为发挥专门协商
机构作用的重要原则。要在落实党的
领导上更加有力，切实增强深学笃行新
思想的高度自觉；在服务“强富美高”上
聚焦聚力，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
作用，进一步打响“有事好商量”协商议

事品牌；在更好凝聚共识上用功用力，
广泛汇聚开启新征程谱写新篇章的强
大正能量；在创新制度机制上精准发
力，加快构建系统完备运行有效的政协
制度体系；在抓好自身建设中增进合
力，不断展现新时代政协新格局新风貌
新气象，为夺取“双胜利”、加快建设“强
富美高”新江苏作出更大贡献。

省政协副主席朱晓进、洪慧民、麻建
国、阎立、周继业、王荣平，南京市政协主
席刘以安，省政协秘书长杨峰等参加会
议。7个设区市及8个县（市、区）政协主
要负责同志先后作大会交流发言。

深入贯彻中央和省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
在夺取双胜利开启新征程中干出政协新样子

▶上接 1 版 努力构建权责清
晰、权威高效的行政执法体制，最
大限度提高行政效能、释放发展
活力。

会议强调，要精确精准配置编
制资源，着力强化机构编制服务保
障发展作用。要努力补齐重点领
域短板，坚持把机构编制管理与服
务中心大局紧密衔接起来，优化机
构编制布局结构，使机构编制资源
向发展最吃劲的部位流动、向基层
最繁忙的一线倾斜。要创新机构
编制管理方式，强化机构编制动态
调整和管理评估，切实发挥机构编
制资源的正向激励和反向约束作
用，充分调动各层各级干事创业
的积极性，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凝
聚强大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