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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墙黛瓦，古朴门窗，移步换
景，四季皆宜。走进泰州市姜堰区
沈高镇冯庄村，沿着一条爬满丝瓜
藤的巷道行至尽头，一座开放式现
代中式田园风庭院便跃入眼帘，围
院而栽的蔷薇摇曳生姿，院子另一
头是穿村而过的清澈小河。

院子的主人是 73 岁的陈正基
和老伴万晓英，“老房子大变样，环
境美了，我们住着开心！”老两口热
情地向记者介绍起眼前这个“美丽
庭院”。他们的老房子建于上世纪
80 年代，为老式“五架梁”。“你看，
我们现在站的院子原先是这样的。”
老陈指着客厅墙上的一幅照片说。
那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农家小院，水
泥围墙、水泥地面，院子里随意堆放
着一些农具、杂物。

老陈夫妇有 3 个子女，都在城

里工作定居，其中两个子女从事装修
行业，二女婿更是一名出色的设计师，
老陈本人也是一名木工。“相对来说，
在我们村争创‘美丽庭院’，陈家具有
独特的优势。”冯庄村党总支书记吴亚
东介绍。去年 6 月，陈家积极响应政
府创建“美丽庭院”的号召，对老房启
动改造。当年年底，焕然一新的“陈家
院”改造完成。客厅全部是落地窗，通
透明亮。院子原有的围墙被推倒，空
间全部打开，既可借景河边菜园，又能
与外界分享美丽资源。

房内设置了独立的洗漱卫浴空
间，厨房经现代化改造却又保留土灶
特色。“真没想到咱农村老房子还能改
成这样！”“‘美丽庭院’名副其实！”远
近的乡邻们羡慕不已，来陈家参观的
人一批接一批。

老陈家的美丽庭院，也引来远方

的“客人”。子女们都在外，家里闲置
房间多，在翻建房屋时，他们特意把每
个房间都按照民宿的标准作了设计，
可随时“拎包入住”。冯庄村距离溱湖
景区不远，以前有游客来村里体验田
园风光，但苦于没有合适的住处，留不
下来。“陈家院”建好后，成为全村第一
家民宿，房间挂上旅游网站，很快就接
到了订单。

在“陈家院”的影响下，现在冯庄
村有不少农户正筹划创建“美丽庭
院”，发展民宿经济。

树木葱郁，蔷薇满架，瓜蔓绕藤，
硕果飘香。在姜堰区溱潼镇镇南小
区，孙家吉、王如年夫妇也拥有一座

“美丽庭院”。2008年，夫妇俩用在外
打拼多年的积蓄在老家建起500多平
方米的楼房和庭院，院内遍种花木，自
成风景。“独乐乐不如众乐乐”，2017

年，孙家夫妇开起客栈，迎接八方游
客。凭借“近水楼台”的地理优势和热
情周到的服务，他们的客栈生意红火，
即便是旅游淡季也能接到订单，旺季
更是一房难求，年收入近10万元。

“创建‘美丽庭院’是助力乡村振
兴、扮靓人居环境的重要举措和抓
手。”姜堰区妇联主席王梅告诉记者，
为此姜堰区专门制定《美丽庭院创建
工作方案》，对美丽庭院、美丽庭院示
范村和绿色庭院示范村统一授牌并给
予一定奖励。通过“美丽庭院”创建，
姜堰乡村生态环境得以提升，乡愁乡
韵得以凸显，旅游要素更富内涵。

“美丽庭院”美了乡村，也富了百
姓。目前，姜堰区共建成最美庭院 78
个、美丽庭院示范村 15 个、绿色庭院
示范村20个。 本报记者 卢佳乐

本报通讯员 熊雪梅 丁明玥

姜堰扮靓人居环境助力乡村振兴

“美丽庭院”：美了乡村富了百姓

本报讯 11月10日，第三届中
新合作服务贸易创新论坛在苏州举
办。副省长惠建林、新加坡驻沪总
领事蔡簦合出席并致辞。

近年来，江苏高度重视发展服务
贸易，去年全省服务贸易进出口
3760 亿元，服务外包业务执行额连
续11年居全国首位；信息技术等知
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占比达47.7%，高
于全国3.7个百分点。新加坡是全球
服务贸易产业高地，新苏服务贸易合
作空间广阔。苏州产业基础好、开放
水平高、与新加坡合作密切，服务贸

易在全省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今年8
月，国务院批复在苏州等地开展全面深
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苏州将以
此为契机，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开放，深
化中新服务贸易合作。

本届论坛由省政府主办，以“服务
贸易创新”为主要议题和内容，聚焦服
务业开放、金融创新、数字贸易和知识产
权等领域，通过论坛、项目展示等形式，
解读国际服务贸易发展和合作的新趋
势、新机会，展示江苏以及苏州、苏州工
业园区服务贸易发展的相关成果，探寻
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新路径。 （孟 旭）

第三届中新合作服务贸易
创新论坛在苏州举行

本报讯 11 月 10 日，第十七
届长三角法学论坛在无锡举办。中
国法学会副会长王其江，省政协副
主席、省法学会会长周继业出席论
坛并致辞。

王其江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切实把
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
上来，进一步增强使命担当，切实履
职尽责，积极主动作为，在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
汇聚起全国法学法律界万众一心、
奋战新时代的磅礴力量。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协调
发展特别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
的重要论述精神，更好发挥法治的
引领、规范、保障作用。要坚持目标
导向和问题导向，努力为“十四五”

时期长三角区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
强有力法治保障。要深入贯彻落实中
央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法学会建
设的意见》，推动长三角法学论坛向更
高质量迈进，进一步提升服务助力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的能力和水平。

周继业指出，全省法学会系统和
广大法学法律工作者将把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用足用好此
次论坛成果结合起来，与沪浙皖同仁
一道，共同为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
发展、推动建设法治长三角平安长三
角作出更大贡献。致力协同合作，以
更多的智慧服务法治建设“一体化”。
聚力社会治理，以更实的成果服务区
域发展“高质量”。着力创新创优，以
更优的路径服务改革开放“新高地”。

（林元沁 王 秀 王志高）

第十七届长三角法学论坛
在无锡举办

11 月 10 日，江苏省化工产业
结构调整投资基金在南京举行签约
仪式，首批 6 支子基金现场签约。

“引基金要素、促化工升级”，江苏省
化工产业结构调整投资基金的成
立，为构建我省化工产业多元化投
入机制做出了积极探索和尝试。

化工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产
业，是我省工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
分，但化工产业的安全环保问题，一
直是制约我省化工产业发展的关键
问题。

去年以来，我省持续深化化工
产业安全环保整治提升。“我省组织
开展全覆盖、兜底式大排查攻坚行
动，对化工园区、化工企业开展‘一
园一策’‘一企一策’的评估认证。”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二级巡视员周毅
彪介绍，1-10 月，全省完成关闭退
出化工企业 557 家。在去年取消
10 家化工园区定位的基础上，今年
又取消了 11 家。目前全省化工园
区集中区已经减少到29家。

化工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资金
保障是重点。省财政厅在加大财政
资金投入的同时，注重发挥政府投
资基金对化工产业结构调整的支持

作用，积极研究设立省化工产业结构
调整投资基金。基金采用母—子基金
运作模式，首期规模100亿元、目标规
模 200 亿元，主要围绕市县化工产业
整治任务需求，重点投向产业链上下
游关联度强、技术水平高、绿色安全可
控的化工企业和化工园区提档升级、
化工企业搬迁改造、土壤修复与整理
等符合政策支持方向的重点项目。子
基金申报工作启动以来，已有 6 支子
基金入围，总规模 52.7 亿元，吸引了
沿海集团、江苏高投、洋井石化、中信
建发等优质产业资本和南通市、宿迁
市、江北新区、如皋市、滨海县等地方
政府的参与。

设立基金促进化工行业转型升
级，需要围绕重点靶向发力。日前，我
省发布化工园区、化工集中区名单，公
布全省认定的 14 家化工园区、15 家
化工集中区名单，优胜劣汰促进化工
行业整治。

此次入围的 6 支子基金，有 4 支
分别投向列入名单的化工园区，包括
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江苏滨海经济
开发区沿海工业园、如皋港化工新材
料产业园、宿迁生态化工科技产业园
等园区，实现了高效对接和精准投资。

“沿海集团与省政府投资基金、盐
城市的合作由来已久，先后积极参与
了盛虹炼化债转股基金、新海智慧海
洋产业基金的组建，并将其作为支持
推动集团主业发展的有力抓手。”省沿
海开发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邓东升介
绍，此次沿海集团与省政府投资基金、
盐城市再次牵手合作、共同设立江苏
疌泉沿海土地修复治理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基金规模10亿元，重点支持
化工园区的土地修复治理。

毅达资本长期关注化工领域投
资，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和产业链
资源，助推了一批企业上市。首批 6
支子基金中的江苏疌泉高投毅达化工
新材料创业投资基金，毅达资本即是
该基金管理人。

“江苏疌泉高投毅达化工新材料
创业投资基金规模10亿元，其中省政
府投资基金出资3亿元，毅达资本负责
募集7亿元，资金都已募集到位。这支
基金将在化工园区挑选有潜力的‘未
来之星’企业，通过股权投资培育成上
市公司、行业标杆性企业。”江苏毅达
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应
文禄告诉记者，毅达资本的专业团队
已在全省园区中进行项目筛选，力争

两年完成投资。未来希望培养 10 家
左右的化工产业上市公司和龙头企
业，在安全生产、环境保护、产业档次、
产品竞争力等方面都走在全国前列，
带动江苏化工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此次宿迁市产业发展基金、江苏
盛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联合申报江苏
省化工产业结构调整投资基金，出资
设立了疌泉（宿迁）化工产业结构调整
投资基金，基金总规模5亿元。

江苏盛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长刘盛介绍，基金将重点协助宿迁生
态化工科技产业园进行产业结构调
整、设施提档升级、小散化工企业搬迁
整治、优质化工企业升级改造等。

“‘行百里者半九十’，今天的签约
只是基金开展投资运作的第一步。”省
财政厅厅长储永宏介绍，推动基金健
康运营，实现基金政策目标，需要多方
共同努力。希望子基金管理人充分发
挥专业优势，规范开展投资决策，提高
投资效率，充分发挥基金对化工产业
结构调整关键节点和重点项目的支持
作用。市县财政部门要积极协助基金
与项目对接，为基金投资和项目落地
创造便利条件。

本报记者 许海燕 邵生余

江苏省化工产业结构调整投资基金首批子基金签约

政府基金助力 重塑产业格局

本报讯 为贯彻落实中央和省
委省政府关于实施“互联网+”农产
品出村进城工程、以新业态新模式
引领新型消费的决策部署，11月10
日，全省“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
城工程建设推进会在盱眙召开。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农产
品“滞销卖难”“信息不畅”等问题一
度较为突出，全省农业农村系统运
用互联网思维和渠道合力推动农产
品出村进城。前三季度，全省农产
品网络销售额达 606 亿元，同比增
长 31.7%，实现了逆境下稳中向好
的发展态势。5 月，省农业农村厅
联合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省商务厅
共同下发《江苏省“互联网+”农产
品出村进城工程实施方案》，其中，
经农业农村部评审，丰县、赣榆区、
沭阳县、盱眙县、东台市、海门区等
6个县（市、区）入选全国试点县。

推进会上，10 个省级“互联网+”
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试点县（市、区）
汇报工作。加快发展县域特色产业，
将“一村一品”“一镇一特”“一县一
业”作为鲜明导向，挖掘当地 1-2 个

（类）有资源特色、品质特色、功能特
色与文化内涵的农产品；建立“1+1+
N”的市场化电商运营机制，创新营
销方式，构建优质特色农产品网络展
销平台；建立健全电商运用机制，支
持县里选择一家有产业规模优势、有
资源整合力量的农产品产业化运营主
体；完善产地基础设施，持续推进“光
网乡村”“无线乡村”工程，覆盖农业生
产、加工区域，满足农业用网需求。省
农业农村厅二级巡视员黄非表示，下
一步，我省计划用两年时间完成 10 个
试点县建设任务，到 2025 年实现全
省主要农业县全覆盖。

（田墨池）

我省召开“互联网+”农产品
出村进城工程建设推进会

本报讯 亲属关系证明、无罪
记录证明、健在证明、死亡证明、遗
产继承权证明⋯⋯今后，基层社区
和广大群众要和这些“奇葩”证明、
循环证明、重复证明说“再见”了。
11 月 10 日，记者从省民政厅获悉，
由省民政厅、发改委、公安厅、司法
厅、人社厅、卫健委等六部门联合下
发的《关于改进和规范基层群众性
自治组织出具证明工作的实施意
见》明确，今后基层社区不再开设
20项证明材料。

长期以来，基层干部群众对“社
区万能章”反映强烈，为了进行专项
整治，国家层面出台了专门的指导
意见。我省六部门及时贯彻落实，
出台《意见》，全面清理政府部门、公
共企事业单位和服务机构索要的烦
忧居民群众的各类“奇葩”证明。

《意见》要求，各地要健全社区
事务准入制度和基层群众性自治
组织出具证明事项清单。到 2021
年底，基本清理完毕基层干部群众
反映强烈的各类无谓证明，大力减
少各种繁琐环节和手续。到 2022
年底，基本形成基层群众性自治组

织出具证明的规范化制度体系和长
效机制。

各地要严格社区事项准入制度，
各级党政部门、群团组织和有关单位，
凡是有事项要进入社区的，省、市须经
同级城乡社区建设协调机构同意，县

（市、区）须经党委常委会研究同意，未
经批准的一律不得进入社区。经批准
确需进入社区的事项，不得要求设立
专门场所、配备专职人员。需要经费
投入的，应明确其来源渠道。

今后，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
定，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可以依法出
具有关证明，但证明的事项，必须是有
明确法律法规依据或经国务院批准列
入保留证明事项清单、属于基层群众
性自治组织职责范围的事项。凡是相
关部门要求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出具
证明事项的，应当同时提供依据。

《意见》公布了《不应由基层群众性
自治组织出具证明事项清单（第一
批）》。今后，这些证明各有关部门和单
位不得再要求或变相要求行政相对人
和服务对象提供；各有关部门要做好政
策措施的协调、衔接，避免出现服务和
管理“真空”，影响群众办事。 （唐 悦）

我省基层社区
不再开具20项证明材料

10 月 27 日中午 11 点，还未登
上金湖县白马湖村村民刘元标家的
餐船，远远地先闻到一阵龙虾香
气。作为当地小有名气的餐船主
厨，刘元标靠烧得一手好菜发家致
富。“旺季时，中午都要翻台三四次，
游客吃饭得排队。”从传统渔民转型
从事餐饮和电商后，刘元标每年收
入超 30 万元，彻底摆脱了过去“湖
上漂泊、靠天吃饭”的生活。

金湖县白马湖村是一个专业性
渔村，也是居住生产最为分散的一
个村。占全村一半人口的渔民分散
在白马湖、高邮湖、宝应湖、黎城湖
等七大湖，生产区域跨越江苏、安
徽、山东三省以及金湖、洪泽、高邮
等七县市。尽管坐拥3000亩农田、
3 万亩水面，白马湖村却曾长期遭

受贫穷困扰。
“单一化的捕捞养殖风险大，遇上

好的年成能攒下三四万元，碰上一场
大水又被冲得一干二净。”做了 20 多
年村党总支书记的蒋贵清是土生土长
的白马湖村人，深知“一条腿走路”给
渔民生产生活带来的风险。近年来，
乘着白马湖退网、退捕的东风，蒋贵清
发动在镇里开餐饮店的村民董财宝一
家带头回村经营水上餐厅，主打湖区
特色菜。

“没想到‘水上漂’餐厅第一年就
一炮打红，刨去成本，我们还净赚20万
元。”董财宝的发家故事很快传遍全
村。几年时间，湖区、岛上、岸边，一家
家“渔家乐”、水上酒楼雨后春笋般冒
了出来，一艘艘游船画舫带游客戏水
钓鱼、采荷摘菱，曾经落后的小渔村焕

然一新。如今，白马湖村有各类餐厅
26 家，游船 37 艘，全村绿化覆盖率超
过七成，年接待游客量超50万人次，平
均每年为全村村民带来1.5亿元财富。

蒋贵清告诉记者，白马湖每年产
出大量的野生莲藕、菱角、芡实、蒲
草。“荷叶可以做茶、食品包装，芦苇芯
能做食材药材、菱角芡实可以加工销
售⋯⋯就拿荷叶一项来说，如果能全
部采摘利用，可以产生至少 2 亿元的
销售额。”蒋贵清说，“可酒香也怕巷子
深，这些天然资源在本地连 1%也销
不出去，每年大量的荷藕、菱角烂在湖
里，反而给湖区造成了污染。”

2014年，蒋贵清动员在南京从事
销售代理的女儿蒋恒姗回村，带头搞
电子商务，蒋恒姗一边为村里的年轻
大学生开办培训班讲授电子商务运营
流程与技巧，一边带头创建网店销售
白马湖特产。精心运营下，第一年网
店销售额就突破 500 万元。同年，白
马湖村成立电子商务孵化站，注册“白
马湖大闸蟹”“白马湖龙虾”等13个商
标。如今，全村共有电商148家，年销

售总额达 1.2 亿元，村里 20 至 40 岁的
中青年负责打理网店，40 至 60 岁的
村民负责养殖、采摘，60 岁以上的老
年人从事粗加工和包装，实现了全民
参与、全民获益。

换一种方式打开绿水青山的宝
藏，白马湖村完成了贫困小渔村到“全
国生态文化村”“全国农业旅游示范
点”“江苏省十强电子商务示范村”的
转变，去年底该村人均年收入破 3 万
元，村集体收入破百万。

今年 6 月，淮安市白马湖办对白
马湖东南片区施行统一改造，白马湖
村成为重点改造对象之一。来到村
口，一排排汉风民宿即将火热开建。
湖岸边，各家各户的餐船也正在提档
升级。

来到避风港岸边，刘元标热情地
邀请记者登上新船看看。“我家的新船
面积有210平方米，足足扩大了一倍，
现在能放下 6 张桌子，厨房又得新招
帮手。”刘元标的笑容里透着幸福。

本报记者 张莎沙
本报通讯员 李 军 陆义鹏

金湖县白马湖村：

换个方式打开绿水青山宝藏

““全面小康全面小康 追梦之路追梦之路””调研行调研行

▶上接 1 版 名单显示，全国共
有133城成为第六届全国文明城市
入选城市，我省共有 3 个设区市、9
个县级市和县入选，包括盐城市、淮
安市、连云港市，以及邳州市、启东
市、海安市、昆山市、句容市、太仓
市、如东县、靖江市、高邮市。

复查确认保留荣誉称号的前五
届全国文明城市共有 151 城，其中
包含我省9个设区市、7个县级市和

县。设区市包括南京市、宿迁市、徐州
市、泰州市、常州市、扬州市、苏州市、
镇江市、南通市；县级市和县包括江阴
市、张家港市、常熟市、如皋市、溧阳
市、宜兴市、丹阳市。

此外，中央文明办还对复查测评
成绩排名靠前的 33 个全国文明城市

（区）进行通报表扬，南京市、宿迁市、
徐州市、泰州市、常州市，以及江阴市、
张家港市、常熟市名列其中。

泗洪县佳和公园银杏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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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市民在公园中健身锻炼

，成为一道亮丽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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