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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捕船跟我们捉起了迷藏，联合执
法，要让他们无处藏身！”长江办渔政执
法监督处处长吴建平对记者说，长三角
禁捕联合执法已逐步成为常态，跨省联
合执法极大震慑了违法偷捕行为。

根据禁捕规定，长江流域332个自
然保护区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自
2020年1月1日零时起，全面禁止生产
性捕捞；长江干流全线和重要支流最迟
于2021年1月1日零时起，全面禁止生
产性捕捞，禁捕期暂定10年。

长江省界偷捕疯狂

长江江苏段425公里，有36个国家
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两个省级水产
种质资源保护区和南京江豚、镇江白鳍
豚省级自然保护区。江苏、安徽长江交
界处，以及江苏、上海、浙江长江口水域，
历来是偷捕船出没最频繁的地方；在江
岸，还有密密麻麻的竹竿网具。

“全省花了三四年时间，每年清江，
拆除偷捕插的竹竿网具。”中国海监江苏
省总队渔政执法处处长陈建荣说。偷捕
船在长江口水生生物、鱼类溯游地撒下
天罗地网。记者不久前参加的两省一市
长江口水域非法捕捞专项整治行动中发
现，江面就有大量违规网具浮子，大多为
鳗苗网和深水张网浮子。

长江口非法捕捞渔船在去年长江清
理整治之前有2000多艘，已清除浮子筏、
三无船600艘，还有约1400艘在浅滩、三
个自然保护区死角地带藏匿。吴建平告
诉记者，2018年空中航拍，佘山水域、浦
东机场下面全是一排排的泡沫浮子，经长
江口清理整治，非法捕捞外移至长江口江
海交界处，大量捕捞渔船集中在浅滩水
域，九段沙浅滩河汊内集结大量非法捕捞
渔船，横沙东滩至鸡骨礁水域有大量鳗苗
网和深水张网，北港线外团结沙至佘山岛
水域存在大量定置网。

联合执法打击偷捕

疯狂偷捕之下，长江渔业资源急剧
衰竭，长江鲥鱼、长江白鳍豚已功能性灭

绝，长江白鲟已灭绝，中华鲟、长江江豚
等极度濒危，“四大家鱼”早期资源量比
上世纪60年代减少了95%以上。

近年来，长江流域多次开展禁渔同
步执法，长江刀鲚、凤鲚和中华绒螯蟹取
消专项捕捞许可禁渔执法，长江口两省
一市专项执法行动。在长江刀鲚、凤鲚
和中华绒螯蟹取消专项捕捞许可后，省
农业农村厅联合农业农村部长江流域渔
政监督管理办公室在南京共同举办主题
为“保护水生生物，建设美丽长江”的禁
渔期同步执法行动，我省渔政、公安、海
事、志愿者和渔民代表200余人参加现
场活动和长江巡航检查。农业农村部长
江办、渔业渔政管理局，公安部治安管理
局、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水利部
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政监察总队及上海
市、江苏省、安徽省渔业主管部门对长江
南京段进行了巡航检查。

旨在打通长江口水生生物洄游通道，
两省一市联合整治非法捕捞，清理的网具，
除浮子外，80%为鳗苗网，深水张网占
8.5%，刺网占11.5%。联合行动清理了鳗
苗网998顶，深水张网106顶，刺网142顶，

网具浮子1312个，查扣渔船14艘，查扣浮
子筏等三无船舶23艘，行政立案8起。

确保市场无江鲜

除巡航执法，长江办指挥辅助船还
蹲点驻守。吴建平告诉记者，他们圈定
长江口水域非法捕捞多发高发水域，划
定水上执法重点区域，对跨区作业渔船、
涉渔“三无”船舶发现一艘、查扣一艘，对
非法网具发现一顶、清理拆除一顶。违
法船舶集中停靠，违规网具集中存放，行
动结束后统一销毁。

跨省市联合执法，江苏也在“啃硬骨
头”。我省渔政执法部门对全省长江、淮
河干流，主要湖泊和水生生物保护区等
水域的禁渔执法针对性部署，强化了长
江口、通江河汊、省市交界、洲岛附近等
重点水域以及节假日、夜间、刀鲚鱼汛期
等重要时间节点的执法监管，全省长江
淮河干流、水生生物保护区和主要湖泊
禁渔禁捕秩序总体平稳。

专项整治以来，我省共组织开展联
合执法行动70余次，出动执法船艇300
余艘次，查处违法捕捞案件18起，移送

“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罪”案件9起，涉
嫌刑事处罚11人次，取缔各类涉渔“三
无”船、艇、筏237艘，清理违法违规捕捞
渔具290余件、3800余米，省海监总队
总队长王新勇介绍，江苏按照长江办《长
江口水域非法捕捞专项整治行动方案》
要求，成立了专项整治行动领导小组，严
格执法查处、召回劝返江苏在长江口跨
区作业渔船，清理整治一批涉渔“三无”
船舶和违规渔具。整治期间，省海监总
队对长江下游干流的水生生物保护区开
展巡航执法，重点检查了长江口中华鲟
自然保护区等水域。

“区域禁捕联合执法，抓偷捕是事半
功倍。”启东市渔政监督大队大队长袁华
介绍，该市开展部门与区域联动，水上沪
苏联合巡航执法3次，出动执法船艇9艘
次，执法人员70余人，清理“三无”船舶
（浮子筏）4艘。在启东和崇明渔政对长
江入海口重点区域巡航，禁止海洋捕捞渔
船在此区域捕捞生产。而启东启隆镇与
崇明接壤，沪苏两地市场监管部门加强联
动，确保市场、餐饮无江鲜。

本报记者 丁蔚文

疯狂偷捕之下，长江渔业资源急剧衰竭——

联合执法，让偷捕船无处可藏

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成效

战胜贫困，是中华民族的千年夙
愿。10月17日是第7个国家扶贫日，也
是第28个国际消除贫困日。脱贫攻坚
决战决胜只剩2个多月时间——到年
底，打赢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千百
年来存在的绝对贫困问题。

10月12日，浙江省扶贫办率先发布
《浙江精准扶贫报告》和十大案例。浙江
是全国率先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的省份，
率先实现了从解决农村整体性贫困到绝
对贫困、再到缓解相对贫困的迭代跃迁，
成为全国人群贫困问题解决最好、区域
发展差距最小、全面小康实现度最高的
省份之一。

安徽省金寨县花石乡大湾村，昔日
一个大别山深处的穷山沟，如今已成为
热门旅游打卡地。“凭借‘山上种茶、家中
迎客、红绿结合’的特色发展道路，大湾
村2018年顺利实现‘村出列’，全村贫困
人口下降至3户7人。”大湾村党总支书
记何家枝说。

大湾村的蜕变只是安徽脱贫攻坚巨
大成就的一个缩影。今年4月份，随着
最后一批贫困县退出，安徽省31个贫困
县全部“摘帽”，3000个贫困村全部出
列，贫困人口降至2019年底的8.7万人。

作为人口大省，江苏脱贫攻坚取得
了决定性成效：254万低收入人口基本
实现6000元脱贫目标，累计脱贫率超过
99.9%，“两不愁三保障”问题基本得到解
决，821个省定经济薄弱村集体经济年
收入全部超过18万元，12个重点帮扶县
区有望全部摘帽退出。

反映一年来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
支援工作的新探索、新成就，17日，上海
发布年度精准扶贫十大典型案例，重点
突出精准扶贫要义，关注真正产生扶贫
效益的创新做法，涵盖了产业扶贫、劳务
协作、文旅帮扶、消费扶贫、教育扶贫、健
康扶贫等多方面。

创业创新势头强劲

10月15日，以“创新引领创业，创业
带动就业”为主题的2020年全国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活动周开幕，今年，全国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在“云上”启动。

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
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长三
角历来是投资的热土、创新的高地、创业
的乐园。虽然面对外部环境的下行压
力、突如其来的疫情影响，长三角区域的

创新创业热度依然不减，甚至还催生出
许多新机遇。

一组数据能够直接表明上海的创新
创业热度——

2020 年 5 月，上海新设企业达
37539户，同比增长19.1%；日均新设企
业1976户，同比增长31.6%。平均一天
有近2000户企业选择在上海“诞生”，

“热度”甚至超过了去年全年平均水平。
尽管遭受外部环境下行压力及疫情

影响，但在众多创业者眼中，危机的另一
面是机遇，选择上海这个国际金融“避风
港”，可缩小危机，放大机遇。

在江苏，创新创业依旧展现出蓬勃
生机和强劲势头。

截至目前，全省共建成6个国家级
双创示范基地、100个省级双创示范基
地，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数量、面积及
在孵企业数继续保持全国第一。2020
年新增高新技术入库培育企业1.5万家，
同比增长28.7%，创历史新高。今年前
三季度，全省共扶持近21万城乡劳动者
成功创业，带动就业81万人。

线上线下相结合，此次双创活动周，
浙江公众参与度高，创业热情、创新活力
澎湃。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有关负
责人介绍，1月至9月，全省已组织开展
各类双创预热活动300多场，涵盖成果
展示、会议论坛、路演对接、就业培训等
方面，线上线下活动参与人数超过4100
万人次。

在安徽分会场，活动周期间，合肥、

芜湖等地还开展科技成果供需对接、创
新项目路演、创业培训服务等一系列活
动，营造更加浓厚的双创氛围。

进博会筹备如火如荼

为全年和“十三五”画上圆满句号，
为明年工作和“十四五”开局打下扎实基
础，决战四季度，长三角各地铆足了干
劲，扭住增长不松劲。

第三届进博会筹备工作正如火如荼。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

地。截至今年8月底，上海累计实际使
用外资金额超过2700亿美元，累计引进
跨国公司地区总部754家、研发中心473
家，是内地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外资研
发中心数量最多的城市。

10月13日，上海推出2020年版“投
资上海地图”。上海市外国投资促进中
心主任薛锋介绍，相比往年，今年的“投
资地图”体现出3个新特征：路线分布
新、展示效果新和互动体验新。

“第三届进博会筹办至今，取得阶段
性成效。”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招商处副
处长杨博介绍，第三届进博会企业展共
设置六大展区：食品及农产品、汽车、技
术装备、消费品、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
服务贸易展区。“我们积极克服疫情不利
影响，创新工作方式，采取云洽谈、云签
约、重点企业致信邀约或登门拜访等方
式招展，目前招展工作已经全面完成。”

乡贤大会引资逾50亿元。位于杭
州市区西南三江口的双浦镇，是杭州探

索未来城市的实践地，“三江汇·未来城”
的核心区。今年以来，该镇通过传递乡
音、挖掘乡贤文化、搭建投资平台，引来
众多乡贤为家乡发展献计出力。日前，
该镇举办首届乡贤大会，引来各方乡贤
投资，共签订5个产业类项目框架协议，
总投资额超50亿元。项目涉及农业电
商、文旅品牌，以及草莓、“九曲红梅”茶
等精品农业生产、制作。

9月24日，中国（安徽）自由贸易试
验区正式揭牌，正式进入全面启动高水
平建设阶段，并提出要确保一个月内基
本成形、两个月内步入轨道、三个月内
形成阶段性成果。10月12日，安徽省
商务厅透露出消息，合肥、芜湖和蚌埠
片区按照“挂牌就运行、开门就开张”要
求，立足产业基础、资源禀赋，狠抓项目
建设，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已完成
60多个项目签约落户，累计投资总额
524.13亿元。

细致做好民生“要紧事”

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民生是“指
南针”。而做好民生工作，政府部门不仅要
把群众急难愁盼的小事、难事、烦心事当作

“要紧事”来办，还要从群众需求入手，实施
富有洞察力、创新性、规范化的举措。

如今听障人士扮演的社会角色已日
趋多样，然而社会上了解手语的健全人
却不多，这造成沟通障碍。对此，听障人
士肖海霞深有感触：原来到上海市宜川
路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办理业

务，需要与柜员现场手写办理诉求和要
求，一来二去，双方要写满正反两面的
A4纸。

在上海，像肖海霞这样的听障人士
还有7.28万名，由于手语翻译员不足，他
们外出办事、看病常会遇到沟通障碍，许
多优惠政策和便民服务无法享受。根据
上海市听力及言语残疾人协会调研的数
据，在就医和政府公共服务窗口办理事
务方面，全市分别有70.7%和54.4%的听
障人士有手语翻译需求。

为切实解决听障人士这一需求，经
过前期试点以后，10月15日起，上海全
市基层窗口推广应用手语视频服务，方
便听障者实现无障碍咨询和各项公共服
务事项的办理。随着业务量增加，视频
的另一端——12345市民服务热线，也
将增派手语视频服务坐席数量，提高话
务员工作能力和水平，确保做到“接得
通、答得准、译得好”。

近日，浙江省建设厅就规范全装修
商品住宅项目交付样板房发布通知，今
后全装修商品住宅项目至少设置一套交
付样板房，不同的装修标准分别设置交
付样板房；交付样板房不得加装合同约
定交付标准以外的设施设备，实行“所见
即所得”。这项规则将于今年11月1日
起施行。

有评论指出，样板房“所见即所得”，
所针对的问题则是“交付即维权”，根本
上解决的是“挂羊头卖狗肉”的问题。

本报记者 王建朋

铆足干劲谋发展 秋意渐浓胜春朝

双节长假后，长三角大地秋意渐浓，风景

如画。上周，三省一市纷纷亮出扶贫成绩单、

启幕双创活动周分会场，铆足干劲谋发展稳增

长，奋进“决胜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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