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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扬州考察调研时指出，千百年来，运河滋养两岸城市和人民，是运河两岸人民的致富

河、幸福河。希望大家共同保护好大运河，使运河永远造福人民。在江都水利枢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

和国家实施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就是要对水资源进行科学调剂，促进南北方均衡发展、可持续发展。

大运河千年流淌、文化灿烂，滋养着沿河城镇和人民。清水北送、南水北调，让古老的大运河焕发新

生，成就了大运河的世纪伟业。她不仅是一条历史的河、文化的河，还是发展的河、致富的河、幸福的河，深

深烙印在从长三角到环渤海的东部经济走廊上和运河两岸人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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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都江堰”，水往高处送

南水北调工程享有多项“世界之
最”——世界规模最大、世界距离最长、
受益人口最多的调水工程，以及世界上
投资最大的水利工程。令江苏倍感自
豪的是，南水北调的源头在江苏。

这个源头，不仅指江苏是南水北调
的位置之源——坐落于长江边的江都
水利枢纽是东线工程调水的起点，其取
水口在江都附近的长江三江营处。更
值得一提的是，江苏还是这项工程的决
策和规划之源——苏中是南水北调东
线工程的水源地，苏北是受水区，我省
江水北调既为南水北调工程提供先行
实践，也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基础。

江水北调，是因为我省也存在着水
资源分布不均、南丰北枯的问题。江苏
提出了“扎根长江、江水北调、引江济
淮”规划，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通过
多年持续建设，形成今天的江水北调工
程。借助京杭大运河，建成包括江都在
内的9个梯级泵站，形成404公里输水
干线，覆盖苏中、苏北7市，发挥防洪、
航运、灌溉的综合效益。

江苏几十年江水北调的成功实践，
回答了远距离跨流域调水诸多问题，为
南水北调工程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可以说，江水北调就是如今南水北调的

“实物模型”，南水北调堪称江水北调的
“放大版本”。

古有李冰都江堰，今有人民江都
站。都江堰和江都站都是华夏儿女智
慧和汗水的结晶，是古今排灌工程史上
的杰作。省水利厅厅长陈杰说，江都站
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自主设计、自主
规划、自主建设、自主施工的大型泵站
群。当时集中了全国的规划、设计、科

研专家联合攻关。设计成为经典，工程
获得国家质量金质奖。无论是李冰都
江堰，还是人民江都站，都体现了中国
人民的智慧，是造福人民的工程。

“现代都江堰”实现了“水往高处
流”。东线工程全线最高处东平湖水位
与长江水位差约40米，抽水总扬程65
米，规划设13级泵站。利用已有的江
水北调工程，东线工程逐步扩大调水规
模并向北延伸。

南水北调的泵站不仅将南方的水
往北方送，还在汛期将北方难以承受的
水量往回送，实现灵活调剂。东线一期
工程开通后，江苏用水高峰时期农业灌
溉用水保证率从70%提高至80%。江
苏段工程建成后，已多次投入防洪排涝
和抗旱调水。

运河水运量，两条莱茵河

11月22日，长江与运河交汇处扬
州六圩口，鸣笛声响，船舶南来北往。
运河入江“南大门”施桥船闸日夜开闸，
过闸船舶川流不息。“10月以来，日均
通过货物流约100万吨。”施桥船闸所
所长蒋赟介绍。

大运河因运而生，也因运而盛。运
河江苏段沟通长江和淮河两大水系，连
接皖鲁浙沪，纵穿我省南北687公里，
是京杭运河中航运功能最强、通航条件
最好、船舶通过量最大、社会经济效益
发挥最为显著、航运历史文化资源最为

丰富的区段。串联起9座国家创新型
城市、38个国省级开发区，经济总量占
全省91％。

放眼运河，“水上高速公路”上船舶
密集，往来不停。“京杭运河苏北段每年
的货运量，相当于4-5条沪宁高速。苏
北运河和长江交界的施桥船闸年实际
通过能力是三峡闸2倍。”苏北航务处
运调中心主任畅立松说，水运单位能耗
仅相当于铁路的1/2、公路的1/10。以
近100万吨的货运量为例，就需要5万
辆20吨的卡车。

省交通运输厅统计，常年有13个
省份的2万多艘船舶在运河江苏段运
输航行，近十年来货运量年均递增8%
以上，近两年来，年通过货运量约5亿
吨，占京杭运河全线货运量的80%，占
全省水路货运量的50%左右，占全省综
合运输总量的20%左右，是莱茵河全年
运量的2倍左右。“其中，苏北运河货运
密度世界内河第一。1-10月份，苏北
运河运输集装箱近30万标箱，同比增
长约29%，可见沿线产业经济发展的势
头。”苏北航务处工作人员宋海燕说。

运河的变化和生机，承载的希望和
梦想，船民的体会最为深刻。“从水泥挂
机船到钢质货轮，再到新能源船舶，船
的动力更大，运载货物更多。”在京杭运
河从事水上运输30多年的船民高修胜
说，拉货的船在变，一家人的生活也在
改善。船民刘叶华已在水上“跑”了23

年，从刚开始为了养家糊口，到后来把
跑船当作人生事业，“现在船上生活很
充实，不仅购买了冰箱、彩电、洗衣机，
还装上了电热水器。”

20多年来，大运河两岸环境不断
得到整治，航道越来越畅通，过闸越来
越便捷。解放初期，苏北运河上往来的
大多是1.5吨的船舶；到改革开放，这个
数字变成了50吨-100吨；现在，苏北
运河的平均船舶吨位达到1500吨。

“运河水缓缓流淌，绿色之河，富民
惠民，功不可没。”省交通运输厅相关负
责人表示，内河航运的快速发展，在解
决数万名船员就业的同时，也带动了沿
线造船业，因运河而生的港口接驳、搬
卸货运、物流运输等行业，相关产业“水
涨船高”。

生态大走廊，民生幸福河

作为长江和运河的交汇城市，
2013年以来，扬州沿南水北调东线输
水廊道规划建设了1800平方公里的生
态走廊，将沿江岸线的82.4%划为岸线
保护区和控制利用区。去年4月，扬州
江都区南水北调源头公园正式开放。

“以前这个地方有养猪的、养羊的，
环境脏乱差，现在空气清新、景色很美，
感觉很舒服。”在南水北调源头公园，记
者遇到了附近居民许丽萍，站在亲水平
台，她身后不远处就是南水北调东线源
头的芒稻河、高水河以及金湾河的三河

交汇处，“环境这么好，我每天都要来散
散步。”

扬州江都区委书记张彤说，该区投
入上亿元治污打造清水走廊，不断挖掘
和放大运河生态保护的综合功能。

溯河北上，运河城镇串珠成链、水
景交融。运河古镇江都邵伯以保护促
开发，建成铁牛湾、桃花坞、荷塘月色等
运河水工文化资源，打造运河风情特色
小镇。高邮将全长43.6公里的运河遗
址串联起来，使原先的一片荒芜地变成
景色宜人的湖边胜地，“运河城”水韵气
质令人流连。

以水为媒，改善生态环境，一连串
的水利风景区在江苏段工程沿线建
成。宿迁中运河风光带建成水上乐园、
民俗博物馆、休闲垂钓中心等30多处
景观；淮安里运河翔宇大道景观改造
后，绿柳成荫，河水清凌。

四水穿城、五湖镶嵌的淮安，是通
济江淮的生态水城。淮安市委书记蔡
丽新说，淮安发挥位于大运河文化带、
淮河生态经济带两大国家战略交汇点
优势，从市域空间、城市规划、产业发展
多方面入手，把生态文明理念融入城乡
规划建设管理各领域各环节，做出填
白、着色、留白三篇文章，实施“水懂我
心、自然淮安”全域旅游战略，推进板闸
遗址公园、华强方特、西游乐园、中国水
工科技馆等重大项目建设，创建国际湿
地城市和世界美食之都，打造华东旅游
目的地，到淮安“看河看湖看湿地，品虾
品蟹品美食”已成为风尚。

南水北调工程不仅是供水工程，还
是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在东线一期
工程建设中，我省同步实施治污工程，
投资133亿元，保证了调水沿线水质全
部稳定达标。工程的实施，为黄淮海流
域每年提供448亿立方米水量，相当于
为北方地区新增了一条黄河。仅东、中
线一期工程就将使逾700万人告别长
期饮用高氟水和苦咸水的历史。

本报记者 吴 琼 梅剑飞

发展的河 致富的河 幸福的河
——大运河促进区域发展造福两岸人民

“小雪”节气来，发展“热气”足，暖心
政策多。上周，沪浙皖大事实事接连出
台，上海新一轮改革创新大幕拉开，上
海、浙江农村用地难开始破题，沪浙皖民
生工程聚焦百姓关切。

浙江打造“掌上办事之省”

改革创新具有根本性、动力性。作
为改革开放排头兵，上海近日提出要把
深化改革开放作为推动上海未来发展的
关键一招，不断提高谋划、推进、落实改
革的能力和水平，努力在新一轮改革发
展中勇立潮头、走在前列。

11月20日，上海举行市委全面深
化改革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强调要以更
大力度推进制度创新、开展压力测试、
创新体制机制，发挥好开路先锋、示范
引领、突破攻坚作用。把握好改革和发
展的内在联系，坚持问题导向，加强预
研预判，使改革更好对接发展所需、基
层所盼、民心所向。善于牵住改革“牛
鼻子”，以重大战略任务为牵引，谋划一

批具有战略性战役性的改革。强化系
统观念，提高改革系统集成水平和协同
配合成效。充分激发基层改革创新活
力，更加注重从基层和群众中汲取改革
智慧。

在浙江，一场刀刃向内的治理革命
正在推进。

浙江依托“浙里办”和“浙政钉”两个
平台，办公效率大大提升。按照浙江省
政府印发的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推进
政府数字化转型工作总体方案，到2020
年底，浙江省将基本建成“掌上办事之
省”和“掌上办公之省”。

浙江全方位深化政府数字化转型，
旨在通过打造“整体智治、唯实惟先”现
代政府，让政府服务方式从“碎片化”转
变为“一体化”，群众、企业办事从“找多
个部门”转变为“找整体政府”，运用云计
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促进
政府履职和政府运行形成新型治理形
态：即时感知、科学决策、主动服务、高效
运行、智能监管。

“点状供地”激活上海开心农场

“仓廪实，天下安。”耕地是粮食生
产的“命根子”。守住粮食安全，必须坚

决防止耕地“非粮化”倾向，规范农业用
地管理。

安徽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
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工作的实施
意见》。今年起，全省实施20个左右的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统筹推进农用
地整理、建设用地整理和乡村生态保护
修复，鼓励盘活存量建设用地和农村闲
置资产资源，支持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发
展用地，整治区域内新增耕地面积原则
上不少于原有耕地面积的5%。

浙江出台新政缓解设施农业用地
难。浙江省农业农村厅消息称，《规范设
施农业用地管理 促进设施农业健康发
展的通知》已于日前发布。这意味着，为
期5年的浙江新一轮设施农业用地管理
政策正式实施。

新政实施给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带来
利好，用地难、用地贵将有所缓解。特别
是规模种粮主体在开展粮食“产加销”一
体化经营时，可以使用设施农用地建设
配套设施，比如，粮食储藏中心不用再申
请建设用地指标。

减少土地占用指标，解决项目用地
难题，上海崇明区竖新镇探索出一条政
策创新之路：“点状供地”激活开心农场。

所谓“点状供地”，即按项目建筑物
占地面积、建筑间距范围及必要的环境
用地进行点状规划、报批、供地。“点状供
地”不仅减少土地占用指标，精准解决项
目用地难题，还减轻了投资方的资金压
力。这也是上海市首个乡村振兴“点状
供地”项目。

安徽打造四种医养结合模式

元气满满的一天从一顿更便捷、更
丰富、更健康的早餐开始。18日，《上
海市推进早餐工程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2020年—2022 年）》正式对外发布。
力争经过三年努力，构建起以中央厨房
为核心，连锁早餐网点为主体，特色单
店、流动餐车、外卖平台配送等多种形
式为补充的早餐供应体系。按照时间
表，到2022年底，上海将基本消除供应
盲点。

记者注意到，上海今年10方面26
项市政府实事项目，已于上月底提前超
额完成年度任务。据了解，26个项目
中，新增养老床位、新增普惠性托育点、
帮助长期失业青年实现就业创业、居民
住宅老旧燃气立管改造等22个项目提
前超额完成。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快老龄事
业和产业发展，安徽省经过多年发展，逐
渐形成医养结合的四种模式，即医养签
约合作、养老机构设立医疗机构、医疗机
构设立养老机构、医疗卫生服务以嵌入
式延伸至社区、家庭，初步实现了医疗机
构与养老服务融合发展的格局。

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趋势下，
安徽加快智慧养老产业发展的步伐，在
全国率先推行“智医助理”信息系统，通
过智能手段实时获取老年人健康指标，
获得远程会诊、健康咨询等线上技术专
家支持。

如何创新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拓展
流动人口参与当地社会治理的途径和方
法？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塘栖镇借鉴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经验，选取外来人口最
多的莫家桥村作为试点，通过“新居民党
支部”里16名新居民党员积极发挥作
用，探索“以外管外”新模式。

“他们的加入，让我们基层治理工作
开展得更为顺利，也让新居民和原住民
的关系更为融洽。”莫家桥村党委书记沈
伟敏说，成立于今年6月的新居民党支
部，已成为村庄治理中的重要力量。

本报记者 王建朋

“小雪”节气来，发展“热气”足——

善牵改革“牛鼻子”惠民政策“暖心窝”

资料图资料图。。来源来源：：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