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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7 年 3 月 20 日开始，由谷里街道报请南京市江宁区委、区政府批
准，对向阳等社区农业人员实施失地人员社会保障工作，该项工作涉及向阳
社区宕东、宕西、亭一、亭二、鲍高、小圩子等居民小组，由于长时间与下列人
员：黄正会（61242319840206142X）无法联系，今特登报申明：“请上述人员
见报后于 2021 年 5 月 15 日前携带本人身份证、户口本等相关材料到我社区
办理相关手续，逾期不到者，视为自动放弃。”特此声明。

联系方式：向阳社区居民委员会 025—86130673
南京市江宁区谷里街道向阳社区居民委员会

2021年4月23日

公 告

本报讯 （赵晓勇 陈兵 陆为祥）
4 月 22 日，由泰州市委统战部、民盟泰
州市委主办，泰州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协
办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报纸
展览开幕式在泰州市政府主楼一楼大
厅举行，共展出216张旧报纸复印件。

本次展览为期 10 天，展出报纸的
时间跨度约一百年，展览共分为建党
篇、建军篇、抗战篇、解放篇、建国篇、
成就篇六个篇章，系统地展示了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取得民
族独立解放的奋斗历程和共和国建设
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据介绍，展出的

报纸大多数来自于中国收藏家协会，
有些则是集报人从废品堆、地摊上、夹
墙里、烟道中抢救而来，且绝大部分是
平时很难见到的报纸。其中，出版时
间最早的是毛泽东 1919 年 7 月 14 日
在长沙创办的《湘江评论》，刊登了毛
泽东的署名文章《民众的大联合》。此
外，1920 年 11 月 7 日的《共产党》创刊
号，在中国第一次喊出“共产党万岁”，
对筹建中国共产党起到了重要推动作
用；1922 年 9 月 13 日《向导》周报创刊
号，这是我党创办的第一个公开发行
的中央机关报等。

泰州“红色报纸”展再现百年党史

本报讯 （徐超 俞新美） 4 月 22
日，海门经贸投资洽谈会开幕，生物医
药、新材料、智能制造等领域36个项目
签约，总投资超1000亿元。

海门经贸投资洽谈会自1996年首
次举办，已从单一招商引资发展成为
集项目签约、产业论坛、人才交流、区
域合作等为一体的综合性盛会。

今年是开启现代化建设新征程

的起步之年，也是海门撤市设区的奋
斗元年，瞄准“三年财政冲百亿、全省
市辖区经济总量进前十”新目标，海
门已建立区领导挂钩联系“链长制”，
将 着 力 做 大 做 强 高 端 纺 织、现 代 建
筑、生物医药等 8 条产业链，全力打
造“沪苏通核心三角强支点城市示范
区”“南通跨江融合先行区”“大通州湾
建设核心区”。

海门经贸投资洽谈会揽资超千亿

本报讯 （记者 葛灵丹） 4 月 22
日，南京市教育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就
社会普遍关心的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
生政策进行详细解读。

据悉，2021年南京高中阶段学校考
试招生工作政策总体上继续保持稳
定。中考文化考试时间为：6 月 19 日、
20日。考生报名条件、体育考试使用电
子设备测量成绩、特长生专业加试、使
用动态口令卡加密方式填报中招升学
志愿、志愿个数、网上评卷、录取办法、
指标生和特长生以及政策性照顾加分
考生的公示制度等较上年均没有变化。

据介绍，2021 年南京恢复中考体
检和体育考试耐力项目的测试，体育总

分恢复至 40 分，中考成绩总分恢复至
700 分。生物、地理考查为在线机考，
分合格、不合格两个等第，合格者方可
报考指标生和第一批次学校志愿。初
中物理实验操作、化学实验操作考查分
为合格、不合格两个等第，供招生学校
录取时参考。

此外，2021 年在宁招生的高中阶
段学校于7月份分为4个批次用2周时
间继续采取远程网上录取。在本校登
录指定网站完成领档、阅档、退档工作，
只需到南京市招考院办理审批和打印
录取通知书等手续。凡按成绩和志愿
投档、符合学校录取条件的考生均不得
要求退档。

南京中考总分恢复至700分

本报讯 （记者 胡睿） 4 月 22 日，
镇江市举行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推进会
暨金融为农办实事“金穗行动”启动仪
式，现场签约授信金额近百亿元，为乡
村振兴注入“源头活水”。

大会现场，镇江市农业农村局发布
首批 148 家企业近 8 亿元融资需求，市
地方金融监管局介绍金融为农办实事

“金穗行动”具体内容，人民银行镇江市
中心支行与 8 家银行机构进行再贷款、
再贴现授信签约，金额 86.19 亿元。4
家法人农商行对 4 个信用村代表进行

整村授信，授信金额 3.53 亿元。5 家银
行机构为 5 家农业龙头企业和新型农
业主体授信 6.27 亿元，镇江银保监分
局与辖内 7 家银行机构签订金融支持
乡村振兴责任状。

镇江市委副书记、统战部部长巩
海滨说，镇江提出“十四五”期间要在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上争做示范，农村
金融大有可为。希望金融机构把更多
金融资源配置到“三农”重点领域和薄
弱环节，助力镇江加快建设农业农村
现代化。

镇江启动为农办实事“金穗行动”

□ 本报记者 王梦然 张宣 陈珺璐
傅秋源 王世停

乌黑油亮的羽毛、修长弯曲的脖
颈⋯⋯4 只黑天鹅身披朝霞，扑腾下
水，优雅浮游湖面，划出道道涟漪。4
月 22 日上午，南京南湖公园迎来了 4
位“新居民”，引来不少市民围观。

黑天鹅如何“游”来的？它们会在
这里“定居”吗？不少人充满好奇。南
湖公园管理方表示，当天正值世界地球
日，又逢“爱鸟周”，特别举办了这场黑
天鹅放养活动，以此倡导“爱鸟护鸟、万
物和谐”的理念，引导公众爱护动物、保
护环境。

相关疑问也接踵而至：黑天鹅是国
家保护动物吗？养殖黑天鹅需办理手
续吗？开放式公园能做到科学管养
吗⋯⋯4 只黑天鹅突然“游”到身边，引
发市民一系列追问。

公园来了4名“不速之客”

当天上午，南湖公园“新居民”——
4 只黑天鹅一亮相，就引来大批游客驻
足观赏。记者在现场看到，公园管理方
在河边用围网划出一小片游水区，在岸
上打造了 4只铁皮窝棚，棚内铺设了稻
草和食盘。可能是刚到陌生环境，“天
鹅们”还比较“拘谨”，只在一小片水域
安静地浮游。

南湖公园水体负责人、南京禹贡市
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河道科副科长丁
熠华介绍，黑天鹅对水环境还不熟悉，
不认识窝在哪，先将黑天鹅放置在游水
区适应、过渡。待黑天鹅熟悉环境后，
公园将正式举办一场“下水仪式”，供更
多市民游客观赏，打造都市生态景观。

一边线下放养，一边线上征名。昨
天开始，南京水务部门向市民网民公开
征集黑天鹅名字，登录“南京水务”微信
公众号，搜索点击菜单栏“征名活动”，
就能给这 4 只黑天鹅起名。南京市民
顾女士说，可以叫“胖胖、嘟嘟”，这样比
较可爱。还有不少网友建议，可以叫

“小南、小湖”，与公园名字相得益彰。
“放养黑天鹅为纯公益行为，公园

水质提升后水草茂盛，也是水质自信的
体现。”丁熠华说，经过 3 年多的水质治
理，南湖公园水变清了，吸引众多鸟类

前来驻足。在引进黑天鹅之前，专门成
立了一支保障小组，轮流负责 4只黑天
鹅的“食住行”。公园还邀请到鸟类专
家提供指导，后期如果黑天鹅“不舒
服”，随时可咨询专业的饲养意见。

要防止人与鹅“亲密接触”

黑天鹅不是保护动物吗？可以养
在开放式公园里吗？看到征名活动后，
不少网友发出了这样疑问。

省野生动植物保护站副站长翟飞
飞介绍，黑天鹅原产于澳洲，后陆续引
进至其他国家，虽是世界著名观赏珍
禽，但不属于中国的国家保护动物。
2018 年 8 月 9 日评估濒危物种红色名
录时列为“无危物种”，目前也没有针对
黑天鹅的饲养规定。而记者查询了相
关网站，在淘宝等 APP 上看到，一只黑
天鹅的售价在几百到上千元不等，销量
高的一家店铺月销售超过200只。

虽无需办理相关手续，但黑天鹅也
不是“想养就能养”。“黑天鹅作为鸭科
天鹅属的一种大型游禽，具有较强的领
地意识，如果同时饲养两对黑天鹅就需
要预留较大的活动场所。”南京红山动
物园闫涛介绍，黑天鹅是一种适应能力
较强的鸟类，如果公园内野生水草充
足，它们可以自行觅食，不需要人工饲
养。黑天鹅繁殖能力较强，在合适条件
下1年可产3次卵，一次最多可有6枚，
需在繁殖期进行适当管理。此外，在开
放式公园内饲养黑天鹅，要控制游客随
意投食行为，以免影响天鹅健康甚至造
成 死 亡 ，还 要 防 止 人 与 鹅“ 亲 密 接
触”——黑天鹅“脾气”较大，近距离接
触可能会触发攻击行为。

“黑天鹅在南京并不鲜见，不少校
园等都‘住’进了成群的黑天鹅。”丁熠
华表示，为丰富公园内物种多样性和观
赏性，管理方在查阅相关规定后，花费
9000元从山东专业黑天鹅养殖户处购
买引进，这 4 只黑天鹅两公两母，均为
两岁半。在他看来，黑天鹅性喜水草，
水草茂盛的南湖公园，应该是适宜的栖
息地。

为何要引进黑天鹅？“鸟类是最好
的生态监测员，黑天鹅在此栖居，能直
观反映区域水环境的改善。”南京市建
邺区水务局副局长郑朝华介绍，近年

来，区政府不断投入，对南湖公园进行
多次综合改造。自2018年底南湖水质
提升工程建设目标完成后，南湖公园水
质已从地表水环境质量Ⅴ类水标准提
升至 IV 类水标准，且大部分指标已达
到Ⅲ类水标准。

生态景观宜多“涵养”

客观而言，近年来南湖生态治理富
有成效。本世纪初，南湖公园区域一片
杂草丛生、湖水发臭、垃圾遍地。经过多
年的综合治理和生态修复，如今，这里已
是郁郁葱葱、聚木成林，水体栽植了芦
苇、菖蒲、水葱等，建成了一片摇曳多姿
的“水上植物园”。碧波荡漾中，天鹅优
雅游动⋯⋯这样一幅灵动美景，将为公
园增添别样魅力，也为市民游赏添趣。

“公园引进天鹅的初衷肯定是‘美
好的’，但对生态景观的投入，还是要注意
把握科学性、专业性。”南京师范大学生
命科学学院副教授戴建华表示，虽然黑
天鹅的饲养繁殖技术已很成熟，其适应
性也强，但作为开放式公园，还是要聚
力内涵式发展，不要把景观设计理解为
单纯的“化妆”，更重要的是解决人与自
然和谐共处的问题。我国建设社会主
义生态文明早已明确了指导原则——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我们更期待看到自然而然的景
致，以及富有城市生态特点的动植物。”
在江苏观鸟会成员拙石看来，筑巢引凤
的关键在于“巢”筑得美不美，所谓花开
蝶自来，“买来的”珍禽异兽远不如“引
来的”可贵。

生态景观宜多“涵养”少“打造”,一
个并不遥远的现实案例予人警示。10
多年前，芦苇丛生的南京长江沿岸地
区，生长着成群的珍稀鸟种——震旦鸦
雀。后来随着开展景观改造，芦苇被人
为“更替”成参天绿植，远远望去也是绿
意盎然，美则美矣，却逐渐失去了这种
以芦苇为栖息地的“鸟中大熊猫”。“绿
水湾区域已经难觅踪迹，龙袍地区偶尔
还能见到一两只。”南京自然摄影爱好
者刘兵遗憾地说。

鸟类是最好的环境“监测员”，在江
苏，黑水鸡、白鹭等一些涉禽、游禽往往
能够反映湖泊等湿地的生态环境状
况。去年，南京师范大学生态调查团队
在对南湖公园进行冬季调查时欣喜地
发现，南湖已经“飞”来了40多种鸟类，
说明这里的植物具有丰富的多样性，且
水质良好。“鸟类回归呈现了最好的生
态治理‘审美观’，以‘寻常’为美，顺应
自然发展。”戴建华说，对城市建设管理
而言，这显然更可贵也更具挑战。

开放式公园里放养黑天鹅引发社会关注——

何须“引凤”，“巢”美鸟自来

2021 年 4 月
22 日，南京市“爱
鸟周”活动在南京
红山森林动物园
正 式 启 动 。据 了
解，此次活动将持
续到 4 月 28 日，通
过丰富多样的活
动增进公众对于
野生动物尤其是
鸟类的了解，进一
步宣传爱鸟护鸟
理念，增强公众的
生态意识。
陈圆圆 邵丹 摄

本报讯 （记者 白雪） 4 月 22 日，
省规划设计集团在溧阳市上兴镇开展

“共绘苏乡”规划师下乡结对共建活动，
设立“规划师下乡”工作站。双方将通
过结对共建，进一步发挥国土空间规划
行业资源优势，深入推进乡村振兴。

省规划设计集团城乡院公司执行
董事兼总经理钟晟说，他们推行“青年
派服务+”党建特色品牌，组建“青年
党员先锋队”，立足精品乡建本职，发
挥“策划+规划+建筑+景观+市政”业
务融合的综合性优势，为乡村振兴汇
聚智力、培育人才、锻炼队伍、创新实

践。该院选派精干力量组成“美音溧
阳”技术服务团队，并委派骨干人员挂
职上兴镇陶村村“第一书记”。驻村规
划师将扎根溧阳基地，结合国土空间
规划、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及实用性村
庄规划，助力溧阳推进集体经营性建设
用地入市、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绿色生
态发展等工作。

“希望通过本次结对共建活动，探
索建立规划师下乡工作长效机制，健全
完善考核激励机制，着力打造‘共绘苏
乡’行业品牌。”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
规划局主任科员赵雷说。

“规划师下乡”工作站落地溧阳

本报讯（记者 鹿琳 赵伟莉）4月
22 日，南京市建邺区召开新闻发布会，
启动“金鱼嘴每日路演”活动，年内将
有 199 场基金与企业的对接活动。借
助于这一活动，南京将打造全国首个
资本交易要素撮合平台。

“金鱼嘴每日路演”是中国证券投
资基金业协会认可并支持的全国首个
天使投资路演项目的撮合交易平台。
金鱼嘴街基金街区是南京市建邺区打
造的基金小镇，经过近两年的发展，已
集聚各类股权投资机构超800家，累计
注册基金规模近 3000 亿元。通过配
资、直投、跟投方式撬动社会资本，累
计投资全国科创企业超 4000 家。目
前，南京市正在加快建设东部地区重

要金融中心，建邺区将金鱼嘴基金街
区 打 造 成 南 京 经 济 发 展 的“ 资 本 引
擎”、新型研发机构孵化企业的“催化
剂”、成长型企业的“孵化器”、新资本
要素的“做市商平台”。

建邺区已设立包括 1 亿元专项资
金在内的 10 条奖补政策，全面支持

“金鱼嘴每日路演”系列活动。对符
合条件的创投机构，除有一定的参会
补贴外，还可优先对接建邺区政府引
导基金合作；对于路演企业，除参会
补贴之外，还有融资奖励、落地开办
奖等一系列奖励；对成功获得投资并
落户建邺区的企业，建邺区将给与直
投基金最高不超过融资金额 10%的
股权投资。

南京打造资本交易要素撮合平台
年内将有199场资本与产业对接活动

本报讯 （明泽 来宽） 4月 22日
上午，宿迁骆马湖流域环境资源法庭
在宿迁动物园公开审理一起危害珍
贵、濒危野生动物案。被告人李某等5
人以食用为目的，非法猎捕、杀害国家
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破坏
野生动物资源，构成危害珍贵、濒危野
生动物罪，分别被处以5年以下有期徒
刑或拘役，并处罚金。

去年12月23日下午，被告人朱某
首先发现宿迁市宿城区王官集镇尹黄
村附近的朱海水库有野生天鹅，于是拍
视频发给李某，鼓动其前来猎捕。于是
李某伙同朱某、马某、陈某、钟某等人一
起猎捕天鹅，并使用气枪打伤天鹅。后
因担心他人报警，而将受伤天鹅送还给
附近村民。经鉴定，被捕获的天鹅为大

天鹅，系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该天鹅后
被移送宿迁动物园救助，但因伤口感染
于今年1月11日死亡。

李某等5人，在明知天鹅是国家重
点保护动物的情况下，还找来挖掘机
协助捕获，问其为何捕获天鹅，竟然是
为了“吃天鹅肉”。经过审理，法庭当庭
以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对被告
人李某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
4000元；其余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拘役4
个月，缓刑5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
同时没收所扣作案工具气枪1支，铅
弹19颗。

庭审结束后，法院举行了2021年
“爱鸟周”暨骆马湖流域生态司法实践基
地揭牌仪式，并向宿迁动物园发放举报
人转赠的奖励资金和捐赠2只疣鼻天鹅。

宿迁5人非法猎杀天鹅获刑链 接 >>>

□ 本报记者 张文婧

4 月 12 日，随着射阳龙源 40 万千
瓦海上风电项目实现全容量并网，盐城
新能源装机容量达到 1004.76 万千瓦，
成为长三角地区首个新能源装机容量
突破千万千瓦城市。向海发展、绿色赋
能。近年来，盐城坚定走好“两海两绿”
路径，加快“四新盐城”建设，大力发展
新能源产业，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注入绿
色动能。进入“十四五”，盐城向海而兴
的步伐更加铿锵有力。践行碳达峰碳
中和“3060”目标，千万千瓦级海上风电
示范基地建设加足马力，力争到 2025
年实现新能源装机容量突破2000万千
瓦、产业规模突破2000亿元，打造新能
源产业发展的新高地。

“盐城是国家海上风电产业区域
集聚发展首批试点城市和全国首批新
能源示范城市。全市每使用100度电，
就有约50度来自新能源发电。”盐城市
发改委负责人介绍，“十三五”期间，盐
城海上风电规划容量822万千瓦，占全
省规划容量的 56%，是我省打造“海上

三峡”的主战场。
盐城海岸线全长582公里、沿海滩

涂面积 683 万亩，分别占全省的 61%
和 70%；近海 100 米高度的平均风速
超 7.6 米/秒、远海接近 8 米/秒；全年平
均光照时间 2280 小时⋯⋯作为江苏
省国土面积最大、海岸线最长、沿海滩
涂最广的城市，盐城发展风电、光伏产
业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盐城市委书
记戴源指出，把发展新能源产业作为
推进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重要战略
任务，盐城新能源产业发展的推动力
度前所未有。

依托自身资源，抢抓历史机遇，盐
城先后出台了《盐城市新能源产业发
展体系规划》《新能源产业发展三年行
动计划》等政策文件，并连续 3 年举办
中国新能源高峰论坛。吸引华能、国
家电投、国家能源、中广核、鲁能等行
业“大块头”领军企业率先“登陆”；金
风科技、远景能源、上海电气等 3 家全
球知名整机制造商相继落户；阿特斯、
天合光能、协鑫集团、润阳等一大批大
型光伏装备制造企业均在盐城投资建

厂。截至目前，盐城共有新能源规上
企业115家。去年，全市新能源产业累
计开票销售总额 625.2 亿元，初步构建
起资源开发、装备制造、科创研发、多
元应用、配套运维的全产业链布局。

江苏金风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
大型风力发电机组及零部件的研发、
生产、销售，4000台运行风电机组遍布
全球。副总经理杨军介绍，这些风电
设备的运转每年可为全球节约煤4553
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944万吨。

今年2月，2021年全省重大项目建
设推进会议召开，盐城分会场设立在大
丰港经济开发区天合光能 10GW 光伏
组件项目施工现场。去年9月，天合光
能10GW光伏组件项目落户大丰，为盐
城新能源产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

“10GW光伏组件项目总投资25亿元，
是目前全球最领先的产品。”天合光能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高纪凡表示，“该
项目明年产值将达到134亿元以上。”

围绕“特色产业港”和“区域枢纽
港”发展定位，加快港口功能提升和转
型升级，目前盐城已形成以射阳港、大

丰港、滨海港、响水港为核心的新能源
港口群。射阳港已与丹麦曲博伦港、格
雷诺港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大丰港已
纳入上海港国际航运体系，开通了外贸
集装箱“沪丰海上”专线和“沪丰通”新
模式，成为中国风电叶片出口三大基本
港之一，创造了单船装载风电设备最高
纪录和单船装载叶片最多纪录。4月2
日，全球最长 102 米 10MW 风电叶片
从大丰港出发运往广东阳江。

以创新为引领，加强“产学研”合
作，为未来蓄力。“十三五”期间，盐城
共建成金风科技大型直驱永磁海上风
电机组检测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
验室、中车电机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
心等 10 多个国家级、省级科技创新平
台。金风科技建成国际一流的海上机
组技术实训平台和求生平台，是国内
唯一集海事、应急管理与 GWO（全球
风能组织）三位一体的培训中心。去
年9月，盐城工学院大丰新能源产业学
院揭牌开班，打造全国新能源行业教
育培训示范基地，为新能源行业培养
应用型高层次人才。

长三角地区首个“千万千瓦”新能源发电城市

“风光”盐城，为未来发展赋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