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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把勺子将鱼浆舀起放入油锅，一
会儿工夫，鱼圆表面形成一层金黄弹韧的
外皮，香气四溢……10月10日，“十全十
美”的好日子，兴化市沙沟镇一年一度的

“保留节目”——金秋美食文化节开幕，沙
沟鱼圆当仁不让成了当天食客的“宠儿”，
两小时内几乎被抢购一空。

沙沟鱼圆历史悠久，相传明末清初就
已是沙沟人招待贵宾的美味。虽然家家
做、户户卖，但由于沙沟鱼圆名气不够响，
村民收益低。但如今，这只鱼圆正演绎着
古镇新传奇：一年卖出近100万斤，产值
近2500万元，直接带动制作、销售等环节
约300人就业，年收入多的超过10万元。

一只鱼圆如何成功实现了“美味突
围”？沙沟镇党委书记郭庆军认为，关键
在于打好了“三张牌”：

第一张牌——以节为媒。
“没想到生意这么火，都没够卖！”张

超古镇鱼圆店的老板张超夫妻准备了
170斤的鱼圆，带到美食节现场后两小时
不到就卖完了，老板娘郑红香笑言：“早知
道生意这么好，就雇两个人帮忙多准备一
些了。”

沙沟古镇旅游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石勇介绍，三年前，镇上围绕地方特色
打造“四大节庆”：春有游走灯会，夏有东
岳庙会，秋有美食节，冬有菩提文化节。

“以节为媒吸引了大批游客，极大带动了
鱼圆、藕夹等沙沟特色美食的销售。”石勇
告诉记者，美食节当天，沙沟鱼圆总销量
超过平时的5倍。

第二张牌——品牌至上。
“过去制约沙沟鱼圆产业发展的，很

大一部分因素是市场上鱼龙混杂，一些不
良商贩‘以次充好’，长此以往就砸了沙沟
鱼圆的招牌。”沙沟鱼圆协会会长欧林洪
告诉记者，2018年镇上成立了沙沟鱼圆
协会，目前已有6家会员加入。在协会的
指导下，沈亮大鱼圆、姐妹鱼圆等10多家
商户取得合法生产许可证。同时，沙沟镇
联合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定期抽查，下一步
还将统一价格，确保鱼圆产业健康发
展。今年7月，泰州名小吃系列地方标准
再添两位“新成员”，其中一个就是《兴化
沙沟大鱼圆制作技艺》。前不久，沙沟大
鱼圆又入选全省“百道乡土地标菜”。

54 岁的俞用兰是沙沟鱼圆协会会
员，经营着一家“古镇鱼圆”老店。她告诉
记者，每年春节前是鱼圆销售的高峰期，

“去年最多一天销售超过3000斤，照今年
的势头看，销售量还会增长，到时候有的
忙啦！”

第三张牌——渔业文化。
沙沟是典型的水乡泽国，兴化“七湖

八荡”就有“两湖六荡”分布在这里。近年
来，沙沟镇立足水面资源优势，一手抓渔
业高效发展，一手抓旅游业强势起步，以
产业发展助力古镇新变。该镇先后获评
国家历史文化名镇、全国“最美渔村”、江
苏省渔文化旅游风情小镇。去年，沙沟镇
接待游客近30万人次。

沙沟镇副镇长姜正明介绍，今年该镇打造的古法捕钓“十八
帮”渔事体验区，是沙沟渔业文化旅游最亮眼的手笔。沙沟渔业发
展至今，渔民发明了近百种渔具、渔法，涌现出18个捕鱼帮别，形
成里下河地区特有的渔业传统文化。郭庆军说，美食、美景、美文
化，让游客“来了不想走、走了还想再来”，共同构建了沙沟渔文化
产业生生不息的“内循环”。

本报记者 董 鑫 本报通讯员 吴俊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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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城市只有一个空间，一个
空间应当统一规划。”有专家指出，当
前城市地下空间开发中，存在各单位
各自为政、融合度不够的情况，不利
于有序开发、合理利用。这点出了各
地“地下城”建设普遍存在、亟待解决
的突出问题。

我国地下空间开发起步较晚，早
期多用于民防工程，后来多用于地铁
等交通建设，直到21世纪，地下空间
综合开发才刚刚起步。近年来，我国
地下空间综合开发取得了显著成绩，
但由于缺乏统筹协调和统一规划，无
序开发问题依然突出。比如，地下空
间开发资源分散在各个主管部门，没
有统筹，不少空间留而不建、建而不
用；比如，因缺乏与其他部门的衔接，
在突发情况下承载量超过接入设计，
出现类似供电不足等情况，影响地下
管廊的应急防灾能力；又比如，有的
城市地铁建设只能划拨地铁本体的
用地，周围配套不在整体规划当中，
导致地上地下功能无法统一等。这
些问题造成了地下空间开发的重复
建设、资源浪费。

中医说，痛则不通，通则不痛。
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痛点之一，就是
不通——一方面是地上地下不联通，
另一方面是各个主管部门资源不畅
通。地下空间开发破除当前的梗阻，
关键就在互联互通。地上地下本是
一个有机整体，需要变割裂为融合，
一张蓝图绘到底。过去的项目开发，
主要以地上开发为主，忽视了地下空
间的合理利用。如今，地上空间资源
寸土寸金，向地下“借”空间成为热

潮，地下空间开发任何时候都不能割
裂与地上的联系。未来城市是三维
立体的城市，今后的项目建设，需以

“地上+地下”全域空间一体化为抓
手，一张图规划和实施。

正因此，尽快统筹各个主管部
门的职能势在必行。地下空间开发
牵涉多个部门，在地下空间集约利
用过程中，需要政府部门进行统筹，
打破各单位之间的壁垒，推动协同
作战、信息共享。只有把职能“统”
起来，才能让资源“通”起来，在建设
中形成相互连接、四通八达的“地下
城”，进一步提高地下空间利用效
率。还要注意的是，地下空间开发
长期存在规划与建设管理“两张皮”
的情况。规划、建设、管理是相互关
联的完整链条，人防、自然资源与规
划、建设等部门需建立和完善动态
管理维护机制，延长地下空间开发
利用的生命力。

业内专家指出，推动地下空间有
序开发，打造全生命周期的“透明江
苏”。“透明”的地下空间开发，最需要
的就是各个部门资源的“透明”和“联
通”。从省内情况来看，南京已经建
立了地下空间的市级统筹管理机制，
实现了部门协调和信息共享，苏州正
在探索通过三维数字技术整合地下
空间数据系统。各地可以借鉴先进
地区的做法，加快建立市级层面的地
下空间统筹机构，重塑“规划先行、生
态优先、防灾同步、集约协同”的理
念，以统一促联通，以联通促透明，这
样的地下空间开发才会更安全更可
持续。

“统”起来，才能“通”起来
—— 关注江苏“地下城”建设②

杨 丽

盐城东台海边的“风光渔”基地是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滩涂风光电产业基
地。按照集约集聚开发理念，上有风力发电、中有光伏利用、下有水面养殖，形
成了风光渔互补、循环经济、高效养殖、生态科普旅游四大特色示范区。图为
昨日，工作人员在检修设备。 本报记者 乐 涛摄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退税申报不仅不用纸质资料，
而且退税速度显著加快，我们坐在办
公室完成资料网上填报后，退税款最
快2天到账，省时省力更省心！”江苏
成子湖新型材料有限公司财务负责
人项兴海高兴地说。

纳税人的便利得益于电子退
税系统的开发应用。由于退税业
务涉及企业、税务和人行等多部
门、多系统的信息交换，过去一直
采用纸质资料人工传递方式，纳税
人需要携带退税申请表、完税凭证
和相关证明等各类纸质资料前往
办税厅办理。税务部门审批后再
将全套资料送国库办理退税手续，

一旦出现错误，纳税人不得不来回
重复奔波。

作为推进放管服改革，落实“互
联网+税务”的重要举措之一，去年以
来，泗阳县税务局在全省先行先试，
着力打通退税事项全流程网上办理
通道。在2019年实现收入退还书在
税务、人行端电子化传输的基础上，
今年，该局接续发力，聚焦实现纳税
人端网上申报，对10大类63项退税
情形所需资料、操作流程进行全面梳
理，通过精简业务流程、细化操作要
点，形成统一规范的退税业务操作流
程，确定了电子退税系统的总体框
架。以此为基础，在省税务局的支持

下，开发应用电子税务局网上退税系
统，贯通网上退税业务链条，实现“纳
税人-税务-人行”全流程非接触式
办理。

“在电子退税模式下，税企端和
税银端的所有环节全面打通，电子数
据代替了纸质资料，网上传输代替了
人工传递。纳税人不需要提交任何
纸质资料，从‘最多跑一次’升级为

‘一次都不用跑’。”泗阳县税务局收
入核算股负责人介绍说。

疫情影响下，企业对资金的需求
更加迫切。电子退税系统的应用加
快了退税“加速度”的同时，也为企业
降低资金成本加油助力。“时间就是

金钱。现在退税款的在途时间大大
缩短，资金回笼走上了‘高速公路’，
经营成本也就降低了，这对我们小微
企业的发展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促进
作用。”江苏正冉人造板有限公司负
责人陆沈晓表示。

据统计，自2019年11月电子退
税系统正式上线至今年9月底，全县
电子退税系统共办理误收退税、减免
退税等9项退税事项（不含出口退
税）申请5700笔，已退税款9240万
元，纳税人从申请到退款到账时间仅
需2-3天，退税到账时间比以往缩短
了近80%。

顾学松

流 程 再 精 简 全 程 网 上 办
——泗阳县税务局全流程网上退税为企业赋能加力

水是江苏最大的特点，水安全、
水资源、水生态是“美丽江苏”建设
的重要保障。“十四五”时期江苏水
利的发展目标，就是要紧紧围绕推
动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保障“强富
美高”新江苏建设再出发的战略部
署，着力提升防洪保安、水资源保
障、水生态保护和系统治水能力，加
快构建布局合理、功能齐全、节约高
效、保障有力的江苏特色现代水安
全保障体系，形成江河湖海统筹发
展新格局，展现“水碧于天、河湖绕
城、清波映村”的“水韵江苏”魅力。
重点谋划三个方面工作：

建设安全之水，保障河湖安
澜。继续强力推进流域治理，努力

补齐区域治理短板，构建高标准的
现代骨干河网。在淮河流域，推动
入海水道二期工程建设，扩大洪水
外排通道；实施洪泽湖周边滞洪区
建设，安全应对超标准洪水。在长
江流域，实施长江堤防防洪能力提
升工程，推进长江河道整治工程，维
护长江河势稳定，保障长江两岸地
区安全。在太湖流域，启动实施吴
淞江整治、望虞河拓浚、太浦河后续
工程，进一步扩大流域洪水北排长
江与太湖调蓄能力。

建设生态之水，重现碧波美
景。共建美丽江苏，必须大力推进
水生态文明建设。加强重点河湖综
合整治，全面落实长江大保护，加快

推动太湖水环境根本好转，系统治理
保护洪泽湖，让河湖成为江苏绿色长
廊与生态绿核。加快湖泊退圩还湖，
统筹生态清淤与生态修复，提升湖泊
功能。推进城乡河道生态修复，实施
城乡水系连通，推进农村生态河道建
设，建设一批省级骨干生态河湖。

建设幸福之水，泽被江淮儿女。
顺应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着力解决关系国计民生的切实问
题，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

充实。保障城乡居民饮水安全，继续强化
饮用水源地工程建设与保护，实施农村供
水保障工程，实现城乡供水一体化发展。
加强水美城乡建设，推进水生态文明城市
建设、生态灌区建设和美丽库区幸福家园
建设，增强老百姓的幸福感与获得感。强
化水文化建设，强化大运河治水文化遗产
保护，提升一批水利风景区，建成一批水
情教育基地，让老百姓更懂水、爱水、亲
水、护水。 陈 杰

（作者系全国人大代表、省水利厅厅长）

构建江河湖海统筹发展新格局
农村集体“三资”事关村民群众

的利益。扬州市邗江区竹西街道黄
金社区通过把好源头关、审批关、收
支关、制度关和处置关五大关口，实
现了对农村集体“三资”民主决策、科
学管理和规范运行，有效促进了当地
村级集体经济发展。

严格规范“三资”管理，取决于切实
可行的监督机制。黄金社区于2019年
底开始实行委派会计制度，由其负责组
织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并严格执行

“三务”公开制度。社区选举出5名原
则性强、具备一定业务能力的党员，成
立社区居务监督委员会，每月定期对居
委会财务进行集中审核，还肩负“民主
理财小组”的监督职责，对于审查合格

的票据逐一加盖“民主理财专用章”，确
保居委会财务账目清楚，日清月结。此
外，社区还深入实施“三重一大”议事程
序，依托“三资”管理平台、市区级产权
交易平台和第三方审计平台，建立了一
套针对村集体资产以及小型工程的规
范制度。2017年，该社区通过对月明
苑三期南门闲置资产重新招租，实现增
值22.2万元。

截至2019年11月，黄金社区经
营性收入已达到270万元，共有11
个资产续租项目经扬州市产权交易
平台成交。今年初，该社区已将收入
和支出进行预算上报并及时公示，自
觉接受组织和群众的监督，确保资产

“在阳光下运营”。 竹纪轩 顾 鹏

邗江黄金社区把好“五关”规范村级“三资”管理

近年来，邳州市认真落实《干部
人事档案工作条例》，严格规范档案
收集、归档、使用各环节,精准提升干
部人事档案工作质量，在建设高素质
专业化干部队伍中充分发挥干部人
事档案的重要作用。

严把档案收集关。建立档案进卷
材料经常性收集、定期收集、集中收集
和专门收集机制，确保材料应收尽收。
对年度考核、工资审批等可集中收集的
材料，集中时间、明确日期、限时送交；
对党团资料、学历学位、公务员登记等
重要变化资料，统一布置、统一收集;对
政审、违纪处分、离任审计及表彰奖励
等特殊性材料，采取协调有关单位或督
促本人查找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收集。

严把档案归档关。仔细鉴别、甄
选每一份收集上来的材料，做到“三
不归档”，即手续不完备的不归档、填
写不符合要求的不归档、材料涂改并
无相应证明的不归档，最大限度地保

证档案材料的真实、准确。严格按照
《干部人事档案材料收集归档规定》，
进行分类、排序、编制目录和加工，最
后装订成卷。发现档案涂改、材料和
信息涉嫌造假的，立即查核，未核准
前一律不予进档。

严把档案使用关。健全完善查
（借）阅、档案收集、鉴别归档、档案转递、
检查核对等8项制度，细化档案管理员
工作职责，认真学习《档案法》和《干部人
事档案工作条例》等相关专业知识，严格
遵守《保密法》，做到不该说的话绝对不
说、不该做的事坚决不做，严格按规定接
收、鉴别、整理、保管、提供、转递和销毁
档案材料，确保人事档案机密的绝对安
全。严格执行“五不查”“四不借”“三不
转”的限制性要求，建立“六簿一单”，保
证干部人事档案工作严肃性。充分发
挥干部人事档案任前审核的把关作用，
从源头遏制干部“带病提拔”“带病上岗”
现象。 许永艳 杨 梅

邳州严把“三关”规范干部人事档案工作

正是螃蟹上市季节，南京市高淳区古柏街道团
结圩水产养殖总场的螃蟹生产基地迎来丰收。近
日，记者来到养殖户魏立平承包的蟹塘时，他正划
着小船巡塘，水面上不时有白鹭飞过，呈现出独特
的水乡美景。

塘里的螃蟹生长情况如何？巡完塘，魏立平展
示起当天凌晨捕捉的螃蟹，虽然数量不多，但个个
活力十足，公蟹有4两，母蟹长到了3两。“我们前半
夜将螃蟹打好规格，后半夜送到市场、销往全国各
地。”螃蟹销售看好，魏立平正收获成功的喜悦。而
在5年前，他还曾为生计、出路发愁。

今年47岁的魏立平原先是渔民，家住古柏街道
三保村中保自然村。三保村位于石臼湖畔，是典型
的渔业村，张网捕鱼一直是大部分村民的主业。石
臼湖享有“日出斗金”的美誉，盛产鱼虾、水禽和水
生植物，“石臼渔歌”被列入高淳“古八景”之一。据
史料记载，石臼湖原有93种鱼类，包括常见的青、
草、鲢鱼，以及相对名贵的刀鱼、鲥鱼、河豚等。但
随着过度捕捞以及违章作业、禁用渔具大量使用，
捕捞量已超出湖泊自然增殖与人工放流增殖的补偿
能力。上世纪90年代的一项调查显示，石臼湖已有
17种鱼类绝迹，另有22种鱼类已很少见，成为稀有

“珍品”。
“竭泽而渔”的掠夺式生产方式让湖泊很受伤，

舟来船往，网撒鱼跃，银鱼、鳜鱼、鳗鱼满舱的景象不
见了。魏立平回忆那段日子时对此颇有感触：“老早
湖里鱼虾很多，一天能捕到七八十斤虾，甚至还能捕
到三四斤重的鳗鱼，到后来，能捕到的种类越来越少
不说，有时候一天五六斤虾都捕不到了。”

湖里讨不到生活，村民们纷纷另谋出路，有的外
出打工，有的经商做生意，还有的搞水产养殖，魏立
平也寻思着上岸发展。“当时高淳的螃蟹产业已经
发展得很不错，身边也有很多养蟹经验丰富的朋
友，我觉得这应该是一条不错的谋生路子。”说干就
干，2015年 12月，在亲戚朋友支持下，魏立平在团
结圩承包了30亩蟹塘，开启了“二次创业”。

功夫不负有心人。魏立平拿出当年搏风斗浪的
闯劲，边学边干，逐渐掌握了养殖技能，闯出了名
堂，他养殖的螃蟹亩均纯收入超过3000元，目前养
殖面积已扩大到40亩。立足特色产业，奋力转型发
展，魏立平信心满满：“政府对螃蟹产业的支持力度
很大，固城湖螃蟹节今年已经举办第20届了，螃蟹
城也快建成，作为蟹农，我们要养好螃蟹，把固城湖
螃蟹品牌越做越响亮。”

政府搭台，百姓唱戏。魏立平介绍说，这几
年，养殖环境不断改善，技术培训指导到塘口，信
用贷款支农惠农，水、电、路、沟渠等基础设施配
套到位，团结圩正在发生大变化。“地铁修到了蟹
塘边，大学城也正在建设中，高淳的发展真是越来
越好，我们老百姓的生活也越过越红火，小康生活
有奔头！”

变化的不仅是团结圩，石臼湖也在经历一场蜕
变。今年以来，高淳区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
发”为统领，开展重点水域禁捕退捕工作，石臼湖作
为通江湖泊实行10年禁捕，三保村成为禁捕退捕重
点村。让石臼湖休养生息，为鱼儿留条生路，为子
孙留条出路——经过广泛宣传，三保村120多户渔
民对此形成共识。8月初，魏立平就把两艘捕鱼船
和300条网具悉数上交。此次禁捕退捕，三保村共
上交捕鱼船171艘、网具4万多条。

结合美丽乡村建设，三保村专门在村民广场上
建立了渔业文化雕塑，老一辈渔民乘风破浪、坚韧

不拔的精神，正成为大家奋进新时代的动力。从渔民到蟹农，魏立平不等
不靠谋新路。他告诉记者，以前在湖里讨生活，风里来雨里去，靠的是吃苦
耐劳精神；现在拆船离湖，虽然生活方式改变了、生产条件也改善了，但艰
苦奋斗的传统不能丢，好生活要靠自己去争取。

上岸发展，空间更大；告别过去，重新出发。众多“魏立平”正用勤劳的
双手，以奋斗姿态奔向全面小康。

本报记者 吴 琼 本报通讯员 韦东宁 魏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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