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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从19日在南通召
开的全省绿色蔬菜产业发展现场推
进会上获悉，顶住疫情汛情带来的考
验，今年全省绿色蔬菜产业实现逆势
增长，前三季度蔬菜面积、产量同比
分别增长1%、1.5%，其中新认定绿
色蔬菜基地298个，绿色蔬菜播种面
积达701万亩、产值606亿元。

前三季度，我省认定首批54家

省级蔬菜种苗中心，全省规模工厂化
育苗基地数量超过100个，年育苗量
约15.4亿株。完成2020年废旧农
膜回收率达 80%以上这一目标任
务。绿色防控覆盖率达50%，化学
农药用量平均减少35%。明年力争
全省绿色蔬菜产业产值较今年增长
10%以上，达到900亿元左右。

（吴 琼）

前三季度我省
绿色蔬菜产值超600亿

本报讯 2020 滨湖发展大会
暨金秋经贸洽谈会18日至19日举
行。38个重大项目集中签约，总投
资额超 400 亿元。本届经洽会期
间，总投资额超400亿元的38个重
大项目集中签约落地，涵盖集成电
路、生命健康、信息技术、影视文
化、先进制造等高端产业领域。其
中，投资 10 亿元以上重大项目 8

个。滨湖区科技创新促进中心暨
高层次人才一站式服务中心正式
启用，成为今年大会的一大亮点。
该中心是滨湖区委区政府聚焦“太
湖湾科创带”建设，努力将滨湖打
造成为环太湖地区双创氛围浓厚、
科创资源集聚、创新生态开放、科
产城人融合的科技创新引领核心
区的一个重要举措。 （马 薇）

滨湖发展大会暨金秋经洽会
签约总投资超400亿

19日，如东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大厅一台自助办照一体机开了机，机
器上方滚动播放着个体工商户自助
办理营业执照规范流程。在如东创
业的郜永华看好商务策划市场，正打
算办理营业执照，他成为这台机器

“开机营业”的第一个客户。
在一体机相应位置放置身份证，

即进入办理页面，郜永华根据系统提
示，填写基本信息，一步步勾选出营业
范围、注册地等。提交成功后，他打开
个人微信，收到关于此次申报的确认
信息，接着通过人脸识别、电子签名
后，不一会儿，一张编号为1901498的

个体工商营业执照生成了。
“只需要身份证，不到15分钟，

就把执照办好了。”拿着崭新的营业
执照，郜永华激动地说，“以前办理营
业执照要先到政务中心了解流程，再
回去准备材料，之后再次到政务中心
柜台人工办理，最后还要前往领取证
照，一来一回至少要跑三趟。”

自助办照一体机引入“人证合
一”身份识别技术，对接标准地址库
与企业登记系统端接口，确保人员身
份、电子材料、申报地址真实有效。
此外，对列入“黑名单”或有警示的经
办人、经营者系统会自动拦截，对注
册资金过高等不合理数据自动提醒，
对监管部门、地名管理部门反馈的不
规范地址，自动提醒并锁定。

本报记者 严 磊

不到一刻钟，营业执照办好了

在涟水县涟城街道胡新村胡尚年
家庭农场，近200亩西瓜、青椒等瓜果
蔬菜长势旺盛。“多亏农业部门推广

‘地膜减量替代’新技术，不但节约了
生产成本，还减少了环境污染，这正符
合我们发展生态绿色农业的路子。”农
场主人胡尚年感慨地说。

继“减肥”“减药”之后，“减塑”成
为当前加快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新
任务。

“薄膜”易破碎，废旧农膜回
收处理难

江苏农膜使用量处于全国中等水
平，其中地膜年使用量约4.3万吨，使
用中呈现“两多一少”的特点——地膜
覆盖作物种类多，涉及番茄、辣椒、花
生、玉米等50多种作物；地膜应用茬
口多，地膜覆盖技术应用几乎贯穿全
年农业生产，包括露地蔬菜、花生及设
施蔬菜秋延后、冬春、越冬等间套种茬
口；地膜覆盖规模化面积少，土地资源
紧缺、小农户占比较大导致农膜回收
无法实现机械化、需要人工捡拾，这给
农膜回收推进、新型技术推广等增加
了不少难度。

“以前农民把废旧农膜堆积在田
间，一二十年都分解不掉。比如盐都
生态草莓种植大棚附近的废旧农膜
已经堆了好几年了，这次开展回收工

作才终于全部清理掉了。”盐城市蔬
菜技术指导站站长倪宏正说，现在回
收废旧农膜每亩地补贴10元，以争
取农民对这项工作的支持。

废旧农膜回收处理，具体难在
哪？“农膜中的棚膜会有加工塑料粒
子的企业回收，而易造成残留污染的

‘薄膜’——地膜才是农膜回收处理
工作的重点难点。”倪宏正表示，地膜
因使用后强度减弱，且缺乏适用回收
机械，容易破碎在地里，即便是符合
农膜新标准0.01毫米的地膜也存在
回收困难的问题。此外，地膜回收后
裹扎了大量泥土和植物秸秆，加工处
理极易造成二次污染，地方政府对设
立和扶持回收加工企业的积极性也
不高，目前地膜处理利用途径不多。

回收“有章法”，试验推广新
技术新模式

2018年8月，省政府办公厅印发
《关于加强废旧农膜回收利用工作的
实施意见》，全面启动江苏废旧农膜
回收工作，并将其纳入绩效考核指标
体系。文件明确了江苏废旧农膜回
收利用目标任务和重点工作，提出
2020 年废旧农膜回收率达 80%，
2022年达90%，2025年基本实现全
回收。

“2018年刚开始回收的时候挺

难，这两年我们把回收补贴从3元/公
斤提高到3.5元/公斤。同时开展上
门服务，农民打电话预约后，各县回
收网点直接开车到田间地头，回收工
作开展得越来越顺利。”昆山市农业
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冯均科说。

这项工作启动之初，全省农膜回
收率约为60%。截至今年三季度，我
省农膜回收率已达82.3%。

为有效防控地膜白色污染，去年
省财政列出专项，启动“地膜减量替代
技术试验示范与推广”项目，近两年全
省共开展地膜减量替代技术试验近
90个，先后在甘蓝、青花菜、大蒜、芋
头、花生等作物种植中广泛开展生物
降解地膜试验示范推广工作，并总结
出一系列新技术、新模式。

针对邳州大蒜种植等用膜量多
的地方规模特色产业，我省联合有关
企业开展全生物降解大蒜专用膜研
发。宜兴在全生物降解地膜减量替
代方面起步早、起点高，为苏南保供
叶菜类全生物降解膜替代技术应用
积累了大量经验。涟水在红窑、朱码
等镇街设立可降解地膜试验示范点9
个，在涟城街道建立不同形式的“一
膜两用”示范点2个。“一膜两用”意
在提高农膜利用率，从而实现减量使
用。比如，第一年种植秋延后辣椒时
铺设地膜，辣椒采收结束时保留地

膜，第二年春季直接种植春提早毛
豆，实现铺设一次地膜种植两季。

重视“小技术”，持续推广地
膜减量替代

减少农田白色污染，仅靠回收废
旧农膜远远不够，在做好“减法”的同
时还要做好“加法”，积极探索全生物
降解膜等绿色技术的应用。

“地膜减量替代是融合农业、环
境工程的多学科技术，涉及农艺、土
壤微生物以及化工原材料等多门学
科。”省农业农村厅总农艺师唐明珍
表示，虽然目前看来这是个“小技
术”，但它拥有潜在发展空间和科技
研究空间，具有大的生态意义。

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推广研究
员曾晓萍介绍，下一步，我省将加快
推进强化耐候地膜替代普通PE地
膜，减少普通PE地膜使用量，确保废
旧地膜可回收，提高回收率；加快“一
膜两用、多用”“秸秆覆盖替代地膜覆
盖”及茬口优化等技术模式的集成创
新，提高地膜使用率，直接减少地膜
覆盖面积和使用量；加快推进全生物
降解地膜在不同区域、不同作物和不
同设施条件下的应用试验，持续推进
全生物降解地膜替代PE地膜，推进
地膜覆盖零增长、土壤残膜负增长。

本报记者 吴 琼 洪 叶

“减塑”成为推进农业绿色发展中一项新任务——

减少白色污染，加快“还绿于田”

本报讯 19日，东台金秋经贸洽
谈会暨首届电子信息产业发展论坛在
黄海国家森林公园举办。来自上海、深
圳、南京和苏州等地的200多名嘉宾客
商走进“天然氧吧”，与东台签下35个新
兴产业项目，总投资额达117.6亿元。

此次签约的项目主要以电子信
息、智能制造、高端服务业为主，具有
体量大、科技含量高、产品回报率高、
发展前景广阔等显著特点。其中精

密电子材料和电子专用设备项目总
投资额均超过20亿元。洽谈会上，
东台发放优惠政策大礼包，并把40
多名本地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主的规
模企业家和20多家金融企业代表请
到现场，与客商交流沟通。

当天，东台还集中开工了一批电
子信息产业项目，其中科森科技新上
的智能穿戴及通讯终端精密电子项
目投资额超过10亿元。（卞小燕）

东台金秋经贸洽谈会
揽百亿投资大单

特写

19日，2020中国水产前沿展在南京国际博览中心开幕，200多家企业和研究机构参展，集中展示水产种苗、饲料、机械与设备等水产养殖业前沿
产品和技术。 本报记者 宋 宁摄

▶上接1版 专家组专门建立微信群，
每天在群里讨论如何调整营养比例、
怎么用药等。在专家团队的全力救治
下，老人最终治愈出院。

重症救治，是新冠肺炎患者救治
中的“娄山关”“腊子口”。

一人一方案、一人一小组、一日一
会诊……在2月29日召开的国务院
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江苏省
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黄
茂分享了提高重症患者救治率的“江
苏经验”——成立新冠肺炎省级专家
组、片区专家组和市级专家组，实行划
区分片的分层管理模式，“从医疗资源
的支持到治疗方案的制定，给患者配
备最佳资源。”

3月8日，南京收治的一例危重病
人解除隔离。她于2月2日因合并多
种疾病紧急入院，生命危在旦夕。2
月13日，经省市专家组会诊同意，南
京市第二医院决定对其行气管插管和
气管切开。谁来担任插管医生、经历
与病毒“零距离”的考验？麻醉科专
家、该院副院长殷国平挺身而出、亲自
操刀，把这名患者从死亡边缘拉了回
来。

这样的救治画面，是这场战“疫”
中无数让人感动的瞬间之一，也成为
守望生命的生动写照。

一切为挽救生命让路——
“人民生命重于泰山！只要是为

了人民的生命负责，那么什么代价、什
么后果都要担当。”习近平总书记的话
掷地有声。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
署，作为人口大省、经济大省的江苏，
第一时间按下“暂停键”，实施史无前
例的严格管控，即使付出城市停摆、经
济下滑的代价也在所不惜。因为我们
深知，经济可以复苏，但生命不能重
来。

在经气管插管、ECMO和药物治

疗后，我省一名新冠肺炎患者的双肺
功能严重受损且不可逆，摆在其面前
的只有一个选择——双肺移植。

2月29日晚，一条通往手术室的
绿色通道正式开启。肺源从外地被运
至无锡东站后，仅用约6分钟，就被火
速送到无锡市第五人民医院负压手术
室。早已等候在那里的我国著名肺移
植专家、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市人
民医院副院长陈静瑜带领团队立即开
始手术。经过漫长的6个小时，全球
首例新冠肺炎转阴患者肺移植手术顺
利完成。

正是有了这样的不惜一切代价，
江苏交出了新冠肺炎患者治愈率达
100%、治愈患者最高年龄为97岁、重
型及危重型患者比例非常低的战“疫”
答卷。生命至上，成为江苏抗疫斗争
最鲜明的底色。

精准防控，
筑牢人民群众生命防线

疫情发生后，大数据显示，春节前
一段时间从湖北武汉流入江苏的人口
数量达46万，在长三角各省市中居首
位，在全国居第4位。

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江苏仅用
1个月时间就实现本地确诊病例“零
新增”，再用近1个月时间实现本地确
诊病例“清零”，第3个月基本实现生
产生活秩序全面正常化。

以如此惊人的速度走出疫情“至
暗”时刻，江苏凭的是什么？总结起
来，就是“可知可控，精准防控”。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从在全国率先停发武汉方向客车，到
一律取消关停存在交叉感染风险的公

众聚集性活动、非必需公共场所，再到
精准有序推动复工复产、毫不放松抓
好常态化疫情防控……每一次审时度
势的决策，让我们清晰看到省委、省政
府决断于“早”、立足于“防”、施策于

“准”的战“疫”战术。
与病毒较量，江苏创新打出“大数

据+网格化+铁脚板”防疫战法，依靠
大数据精准导航，通过网格化立体防
控，广大党员干部迈开“铁脚板”深入
一线，及时发现631名确诊病例患者、
12万余名密切接触者，及时组织有效
的隔离和治疗，从而最大限度阻断传
染源，把病毒传播的风险降到最低，也
为治愈患者赢得宝贵时间。

再好的战术战法，关键要靠人来
落实。江苏人防疫有多“硬核”？

有这样一个镜头，令人难忘。1
月30日，省委书记娄勤俭以不打招呼
的方式检查调研疫情防控工作，却在
南京市江宁区葛巷村村口被葛进江等
值守同志挡在村外，“（村里）不让进，
（如果）也没有多少事情，你们也是生
人，你们也早离开。”

在江苏，“较真”的又岂止葛进江？
“我是党员我先上”，广大党员干

部冲锋“疫”线；广大医务人员白衣为
甲、逆行出征；广大科研人员奋力攻
关、冒疫奔忙……全省人民心往一处
想、劲往一处使，把个人冷暖、集体荣
辱、国家安危融为一体，“天使白”“橄
榄绿”“守护蓝”“志愿红”迅速集结，以
生命捍卫生命，织就一张牢不可破的
疫情防控网。

随着国内疫情形势逐渐好转，社会
生活各领域进一步放开，这也对“可知
可控，精准防控”不断提出新的考验。

如何处理好“管得住”与“放得开”
之间的辩证关系？江苏有着清晰的思
路。省委书记娄勤俭在6月15日召
开的省委常委会会议上提出，要坚持
可知可控、精准防控，对于可知的情
况，防控要精准，以“防得住”保障“放
得开”；对于存在不可知风险的人和
物，要坚决严防严控。

确保切实“管得住”，省委书记娄
勤俭和省长吴政隆在多个场合和重要
会议上，对秋冬疫情防控“敲警钟”，要
求继续坚持可知可控、精准防控，落实
落细常态化疫情防控举措，坚决防范
境外疫情输入风险。

在“管得住”的前提下实现“放得
开”，江苏把生命至上、人民至上的理
念融入日常工作，抓好常态化疫情防
控，努力交出经济社会发展“高分
卷”——今年前三季度，全省生产总值
达73808.8亿元，同比增长2.5%，高出
全国增速1.8个百分点。

也正因为“防得住”，今年国庆
假期，江苏成了国人出游的热门目
的地——据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消
息，长假期间江苏全省接待游客
4663万人，实现旅游总收入512.6亿
元、居全国第一。

守望相助，
传递跨越山河的大爱

10月 30日，在江苏省人民医院
内，一个“公主抱”，让该院心内科副主
任医师杨刚感到惊讶又欣慰——抱人
者是他和援湖北医疗队队员们救治过
的72岁患者李荣祥。

“你们对我来说，‘不是亲人胜似
亲人’！”李荣祥哽咽地说。

这个跨越600公里的“公主抱”迅
速登上热搜，也让“共饮一江水”的两
地百姓回想起那段共同战“疫”的日
子。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时
刻，习近平总书记发出“坚决打赢湖北
保卫战、武汉保卫战”的总攻令。

国有征召慷慨行。一次次星夜集
结，江苏先后派出2813名医务人员支
援湖北，在武汉、黄石两地多点开展救
治工作。江苏是全国派出医务人员最
多的省份，江苏援湖北医疗队是最早
到达、最晚离开的医疗队。

吴地悬壶尽入楚，从此白衣成战
袍。那些除夕夜在请战书上按下的手
印、那些口罩在面颊勒出的血痕、那些
偷偷写好又悄悄藏起的遗书……一个
个感人至深的画面，深深留在人们的
心中。

“楼兰破、人平安、白衣战士把家
还！”3月28日离开黄石前，江苏援黄
石医疗队总领队鲁翔带领队员动情喊
话，留下确诊病例清零、疑似病例清
零、治愈率超过96%的“成绩单”。

江苏驰援的战场，不止荆楚大地。
9月1日，国家卫健委支援新疆新

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及工作组最后
一批人员完成使命撤离新疆。当日下
午6点多，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党
委副书记邱海波等9名援疆抗疫英雄
乘坐飞机返回南京。

人们已记不清这是邱海波第几次
“归来”了。据统计，新冠肺炎疫情暴
发以来，邱海波先后转战湖北、黑龙
江、吉林、新疆等地，与病毒鏖战近
200天。

正如省委书记娄勤俭为第五批江

苏支援湖北医疗队送行时所说：“国家
有难，江苏儿女总是冲锋在前，这是崇
高的使命，是心灵的呼唤！”精锐尽出
的江苏，用担当书写一方有难、八方支
援的大爱，传递着众志成城、共克时艰
的精神力量。

病毒没有国界，疫情是人类共同
的敌人。

江苏人民不会忘记——
在国内抗疫最艰难时刻，一批批

由海外友人捐助的口罩、防护服、护目
镜跨越山海，奔向拯救生命的目的地，
带给我们温暖和感动。

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当疫情肆
虐全球，江苏迅速切换国际“朋友圈”
角色，用心用情支援全球抗疫——

及时向 17个国家 27 个友好省
份、168个友好城市、36个国际组织和
使领馆发去慰问函；向43个国家217
个友好城市及38个国际组织捐赠防
疫物资940万余件，总价值逾4000万
元；开展“江苏侨爱援助行动”，向海外
侨胞和留学生援助物资总额近3000
万元；组建多支抗疫医疗专家组，赴委
内瑞拉、柬埔寨、巴基斯坦等国开展国
际医疗援助；省内专家先后与15个国
家医疗专家举行视频会议，分享科研
数据和实战经验……

5月14日，红豆集团向柬埔寨红
十字会捐赠百万只口罩，洪森首相夫
人、柬埔寨红十字会主席文拉妮亲王
在感谢信中动情地写道：“守望相助，
中柬同心。”

回望，是为了更好地前行。当前，
战“疫”尚未结束，“大考”还在继续。

“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经
历疫情大考的江苏儿女，秉承伟大抗
疫精神，在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苏重
要指示引领下，乘风破浪，以奋斗书写
新的时代华章。

本报记者 顾 敏 孙 巡

一 个 经 济 大 省 的 战 疫 叙 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