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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随着体育教育日益受到重视，各地都在尝试改革中考体
育方案，有的地方提出提高中考体育科目分值。随之而来的
是改革试点地区的课外体能培训班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一小时一节课的体能训练课程，平均要200多元。

体育锻炼对学生成长的意义不必多言，但如果重视体育
在现实中演变成给学生多报一个课外班，重走“报班求高分”
的老路，沦为“应试体育”，就走偏了。衡量体育教育的成果，
不能仅以分数为标尺。学校需配齐相应的师资力量，保障体
育课上好上足。家长也需放下焦虑，经常有意识地带孩子参
加体育活动，培养孩子的运动兴趣。这样重视体育，才能真正
有益于学生的全面健康成长。 杨 丽/文 勾 犇/图

要防“应试体育”

本报讯 18 日，2020 世界物联
网博览会创新成果发布会暨中国企
业战略投资峰会在无锡举行。一批
物联网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成果
发布，为本届物博会画下圆满句号。

作为收官活动，本次峰会聚焦后疫
情时代物联网可持续发展，挖掘基于物
联网衍生出的资本、技术、产品、应用等
周边生态发展潜力。发布会上，5G融
合物联网创新应用成热点。华为车联
网路边通信单元设备RSU6201、海康
威视AI多摄系列摄像机等10个项目
获得年度物联网创新成果金奖。

“海创江南”物联网创新创业大
赛今年首次亮相物博会，来自 15 个
国家，全国 30 余个省市的 481 个项
目报名参赛，其中海归创业项目占比
超40%，累计融资额超28亿元。

2020 物博会历时 104 天，采取
双线互融的会展新模式，通过“云展
览、云论坛、云发布、云技术”等新形
式，打造全景式、全天候、多维度、立
体化物联网领域行业盛会。30 余位
国内外院士、4000 余位企业高管参
会，1053 家国内外企业、128 家物联
网重点企业参展。 （马 薇）

历时104天 30余位院士参会 1053家企业参展

2020世界物博会创新成果发布

本报讯 18 日，省地方志办公
室与南京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共建签
约仪式暨2020南京高等职业技术学
校文化艺术节开幕式举行。签约仪
式上，省地方志办公室向南京高职校
捐赠《江苏历代方志全书》475 册，并
授予南京高职校“江苏省方志馆联
盟”铜牌。

“签署共建协议是省地方志办公
室的新探索，馆校合作是双方共同的事
业。”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左健伟表示，

“地方志是中华历史文化的瑰宝，编修
至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与国史、家谱

一起共同构成中华民族特有的历史文
化传承体系。地方志纵贯古今、横陈百
科，研究的项目众多，涉及领域广阔，是
一地之全史、一地之百科全书。”

此次签约，双方将在地方志学科
建设、理论研究、资源开发利用、人才
交流培养等方面深化战略合作，共建

“职业教育文献交流研究中心”，共同
打造区域特色文化品牌。目前，省地
方志办公室已与南京师范大学、三江
学院、江苏海洋大学、扬州大学等多
所省内高校签订共建合作协议。

（葛灵丹 秦 滔）

促进方志文化与职教文化融合

省志办与南京高职校共建签约

地处长江三角洲的江苏，长江岸
线超过 1000 公里，除了长江干流，江
苏水网密布、湖泊众多，纳入禁捕的
有 15 个湖泊、3 条重要支流。江苏立
下“军令状”，坚决打赢长江禁捕退捕
这场硬仗。

“长江禁捕，水生鱼类恢复很快”

长江禁捕退捕已全面进入攻坚
期，在此期间，江苏召开了 3 次全省
性禁捕退捕工作会议，分片召开了太
湖、洪泽湖、高宝邵伯湖 3 个专场推
进会。根据《江苏长江流域退捕推进
专项行动方案》，到今年 12 月底前，
江苏 34 个国家和省级水生生物保护
区及所涉湖泊及其他水域、长江干流
江苏段，滁河、水阳江、秦淮河等重要
支流和石臼湖等通江河湖内，渔船渔
民全部退出生产性捕捞。12 月 15 日
前，退捕渔船全部封存管理、分类处
置，应退尽退、不留一船。

为推动长江大保护和生态修复
走在全国前列，江苏真抓实干，亮点
频频。长江干流和保护区，到 10 月
11 日已提前完成全面退捕，实现“两
个百分之百”，即退捕渔船完成率
100%、退捕渔民完成率 100%。目
前，退捕渔民安置就业率达 91.44%、
社保参保率达 99.03%。列入今年退
捕计划的其他相关水域，截至目前，
退捕渔船完成率已达 100%，退捕渔
民完成率达 90.9%，船网评估完成率
100%、协议签订完成率 91.4%。目
前，纳入今年退捕任务的 20024 艘渔
船已全部集中，其中约三分之一已拆
解完毕，近三分之二处于封存状态。

“保护江豚，江苏走在全国最前
列。”长江江豚拯救联盟主任委员李
彦亮说，“2017 年江苏省级财政就拨

出专项资金 4000 万元，对长江水生
生物资源进行调查，这在全国是第一
家。”目前，长江江苏段江豚上升至
60-70头。

江苏在长江干流还设立 5 个国
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长江禁
捕，水生鱼类恢复很快，我们渔政船
长江巡航执法，经常看到鱼从江里跳
起来，以前很少见到。”中国海监江苏
省总队政委孙彦感慨。“效果十分明
显，2017 年初长江保护区实行全面
禁捕时，江苏段鱼种为 48 种，到今年
已恢复到 79 种。”省农业农村厅副厅
长张建军说。与此同时，全省水产品
供应充足，所涉及地区社会总体稳
定。近期，国务院督查组、农业农村
部、公安部、国家长江办、人社部、国
家市场监管总局等各条线在督查检
查中，也多次表扬江苏。

“绝不能因退捕让渔民返贫”

“我们加入长江护渔队，渔民带
着技能上岗，夜巡时，我们看到这个
船是不是搞鱼的，是不是放丝网的，
一眼就认得出来。”泰州市靖江市退
捕渔民谢洪兵 54 岁，经过培训成为
护渔员，每个月巡江收入超过 3000
元。在泰州，已有 50 名退捕渔民从
捕鱼人变身护渔员。为排查非法捕
捞，拓宽退捕渔民转产就业渠道，江
苏多地成立护渔队，护渔员岗位解决
了一些渔民的生计问题，也为长江禁
渔护渔做了贡献。

“感谢政府对我们退捕渔民创业的
支持和帮助，我们做起事情来更有奔
头。”苏州吴江七都镇退捕渔民周胜良，
今年9月签了退捕协议，拿到政府贴息
的富民创业担保贷款，如今他的养蟹基
地带动10多名退捕渔民再就业。

“绝不能因退捕让渔民返贫。”江
苏省推进长江流域禁捕退捕工作领
导小组负责人表示。实施长江流域
重点水域禁捕，是为全局计、为子孙
谋的重要生态工程、民生工程。就业
安置和社会保障事关长江禁渔工作
成败、事关广大渔民当前生活和长远
生计，江苏制定专项方案、实施攻坚
行动，多渠道多措并举助力退捕渔民
就业创业，开启新生活。考虑渔民历
史生产生活习惯，积极开发护渔员、
护堤员、蓝藻打捞员等渔民上手快、
适应性强的公益性岗位。扬州市邗
江区为退捕渔民集中落实安置住房，
瓜洲镇按人均 20 平方米、每户不少
于 60 平方米统一建设，渔民低价购
买。南京市江宁区按照“一户一档”

“一人一策”采取个性化帮扶，组织退
捕渔民专场招聘会提供就业岗位。

根据国家部委工作要求和江苏省
实施方案安排，长江干流和保护区已
全部完成退捕。列入地方考核任务的
与干流和保护区连通的其他水域共有
渔船14231艘、涉及渔民27050人，计
划分两年完成退捕，列入今年退捕计
划的12632艘渔船已100%退捕。

江苏正加速推进建档立卡退捕
渔民安置保障工作，力争 11 月底前
100%转产安置到位。目前，江苏省
各级已落实财政资金 54.15 亿元，其
中中央资金13.29亿元，省市县40.86
亿元，落实资金总量及地方配套比
例均居全国第一。统筹省以上奖补
资金、生态补偿、支农惠农、渔业油
补、精准扶贫、社会民生等资金用于
长江禁捕退捕，根据各地实际完成
的退捕渔船数给予一次性补助；根
据退捕工作量和财政保障能力对
市、县给予分类分档补助，对财力偏
弱、任务集中的县（市、区）予以倾
斜。建立财政资金定期调度和约谈
制度，督促落实责任。江苏率先出
台《国有渔业水域占用补偿管理暂
行办法》，明确捕捞权回收的补偿标
准，明确“失水”渔民参照失地农民
社会参保。

“禁捕退捕，只要有一艘渔船未
处置、一片水域未清网、一位渔民未
参保、一户家庭零就业，我们都无法
交账。”张建军表示。

“对非法捕捞，我们坚持露头就打”

江苏对使用禁用工具或禁用方
法的非法捕捞行为“零容忍”，尤其对
非法渔具来源以及渔获物来源、去
向，实现全流程溯源、全链条打击，一
查到底。《执法整治攻坚会战专项行
动方案》要求，相关行政执法部门要
全面强化综合联动执法。江苏建立
长江禁捕法院、检察院、公安等密切
协作机制，密集出台行政执法与刑事
司法衔接、依法严惩刑事犯罪、非法
捕捞举报奖励、应急值守等工作意
见；省河长办就发挥河湖长制作用助
力长江流域禁捕退捕专题部署；先期
安排 8600 万元用于电子围栏等信息
化监管装备建设，加快建立渔业执法
监管、产品质量追溯、重点水域环境
监测等监管体系。

在常州，运用 5G、大数据和互联
网技术，实现渔政、公安、海事、水利
等相关部门联合执法无缝对接，与相
邻城市互联共治、联同防控。在泰
州，护渔员昼夜开展长江巡护，紧盯
长江干流及保护区等重点水域，严打

“电毒炸”“绝户网”等违法犯罪行为，
斩断非法捕捞、运输、销售的地下产
业链。南通市海门、启东与上海市崇
明三地签署《长江渔政联合执法工作
备忘录》，联合巡江，建立跨区域长江
禁捕联合工作机制。

“对非法捕捞，我们坚持露头就
打、重拳出击，6 月 19 日以来，全省共
侦办非法捕捞刑事案件 191 起，抓获
犯罪嫌疑人 345 名。”省公安厅常务
副厅长尚建荣介绍。

江苏将进一步整合公安、渔政、
市场监管等执法力量，建立健全“水
陆并重”的监管长效机制，严厉打击
各个环节的违法犯罪行为，彻底斩断
非法捕捞、运输、销售的地下产业链。

本报记者 丁蔚文

整合执法力量，严打违法犯罪行为，健全监管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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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抓大保护共抓大保护 不搞大开发不搞大开发””江苏进行时江苏进行时 ④④

流水潺潺的河道里，小鱼穿行于
水草间；芳香四溢的花木中，栈桥、步
道、游亭⋯⋯市民们惬意地休闲锻
炼。近年来，淮安坚持走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之路，打造“绿色高地、枢纽新
城”。2017年对建成区水体进行排查
识别，确定黑臭水体 51 条，并于当年
启动整治。2018年，以优异成绩入围
国家首批黑臭水体治理示范城市。

淮安把水生态文明建设作为推
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大事来
办。经过两年的生态修复和环境污
染治理，如今的淮安大地上，一批又
一批垃圾河变成景观河，越来越多的
黑臭河变成风景河，黑臭水体治理工
程成为赢得百姓点赞的惠民工程。

立冬时节，家住东方丽景小区的
王大爷来到二大沟架好鱼竿，望着清
澈的河面开始了闲适的一天。“我隔
三岔五来钓鱼，带回家无论清蒸还是
红烧味道都很美。”王大爷说，别看现
在来钓鱼的人多，去年这里的鱼还没
人敢吃。当时，全长 2 公里的二大

沟，由于污水严重淤积，成了两头高、
中间低的锅底型河道，水体富营养化
严重，是典型的黑臭水体。“我们‘一
河一策’专业治理。”淮安经济技术开
发区社会事业局河道泵站管理所副
所长武承松说，通过控源截污和内源
治理，二大沟水质彻底改善，眼下虽
已初冬，沿岸仍是绿意盎然。

水清了，还要岸美。二大沟的治
理融合了江南园林的秀美，在西侧设
置主题景观墙，布置坐凳、休憩台，满
足居民休闲需求；东侧种植樱花，以
松树、竹子等点缀。两岸布点亲水植
物，实现常绿与落叶、花草与树木相
结合，一年四季花开不败。

高位推动黑臭水体治理，淮安成
立由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担任“双
指挥长”的创建指挥部，全市 51 条黑
臭水体均明确了 1 名副处级以上领
导干部担任责任河长，按照一河一策
的原则进行生态修复、长效管理。

走进清江浦区小南河生态游园，
抬头看绿树，低头见碧水，园内景观

层次分明。住在小南河旁的市民李
广学说，几年前，这里周边猪粪、鸡粪
直接排进河道，“经过这里都要捂着
鼻子”。去年，清江浦区首先关闭所
有排污口，截污再清淤。同时整治河
道两侧岸线，采用景观叠石“护岸+放
坡”的复式断面设计，水底种植沉水
植物，两岸种植草木、建景观小品。
历时 1 年，小南河水清岸绿，现在成
为附近居民的后花园。

“有人管、有钱管、有制度管”，推
进黑臭水体治理，淮安注重机制建
设，形成“厂—网—河”一体化运维模
式。市政府连续 2 年将黑臭水体治
理列入“为民办十件实事”之中，连续
3 年将黑臭水体整治写入市、区政府
工作报告，连续 4 年将黑臭水体整治
纳入全市年度目标考核。

地处淮安工业园区南片区的安
邦河，之前因为企业、农田污水直排，
污染严重。“河里疯长水葫芦，几十米
外就能闻到难闻的化工味。”附近居
民李步新记忆犹新。去年 1 月企业

排污口关闭、新建专用排污管道；清
淤疏浚河道，设置生态挡墙，建设亲
水平台及景观廊架。经过一年多的
紧张施工，如今安邦河两岸树木摇
曳、小鸟枝头鸣叫，换了新貌。

截至去年底，淮安基本完成城市
建成区黑臭水体治理，51条黑臭水体
整治公众满意度测评均在90%以上，
提前 1 年完成基本消除黑臭水体的
国家任务。全市累计投入资金约 70
亿 元 ，共 封 堵 排 口 2091 个 、清 淤
186.39 万 方 、铺 设 河 道 截 污 管 道
188.65 公里、完成 155 个小区雨污分
流改造、建设33座泵站。

今年淮安投资10.09亿元对已整
治黑臭水体继续实施岸带绿化、护坡
修砌、生态修复等水环境提升工程，确
保“治理一条、美化一条、满意一条”。

告别臭水沟，还渠清如许，一条
条黑臭河华丽蝶变，成了人们休闲娱
乐的好去处。

本报通讯员 徐鸿宝 丁曙明
本报记者 蔡志明

淮安治水：治理一条、美化一条、满意一条

51 条黑臭水体，如今水清岸绿

本报讯 18日，长三角离岸数据
中心在南京江北新区揭牌。长三角离
岸数据中心项目在江苏自贸区南京片
区范围内建设，通过离岸数据中心的
布局，打造链接全球的创新网络。

离岸数据中心项目将建设国际
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直接连入离岸
数据中心，覆盖江北新区主要功能园
区，满足自贸区建设及国际相关企
业、IDC/云服务商、金融机构等高级
别跨境信息流通需求；在离岸数据中
心范围内开展国际网络的接入试点，
海外招商及合作伙伴招募，吸引国际
云服务商落户，服务有出海需求的创
新企业。

中国互联网协会副理事长、下一
代互联网国家工程中心主任刘东介
绍，南京作为长三角重镇，离岸数据
中心等项目在此启动，是南京深度融
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一步。
揭牌仪式现场，超级智能算力中心、
下一代互联网产业园等一批重点项
目同步揭牌，将共同加速长三角区域
互联网应用及产业的培育。超级智
能算力中心将用来承载重大项目的
落户，以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
离岸数据中心等为承载，以新型互联
网交换中心、卫星网络地面信息港等
为枢纽，构建自贸区南京片区国际信
息通信基础设施。 （许雯斐）

长三角离岸数据中心揭牌
南京打造链接全球的创新网络

▶上接1版南京东坝镇垄上村

南京市高淳区东坝镇的垄上村，在千亩茶园的围拥下，小山村如一方隐蔽、静谧的“世外桃
源”。该村山地特色鲜明，集田园居住、文创艺术、观光体验于一体。 本报记者 肖 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