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闻2 2021年6月20日 星期日

责任编辑：季铖 版式：张迪

本社社址：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369号 / 邮政编码：210092 / 全年定价：532元 零售每份：2元 / 印刷：江苏新华日报印务有限公司 电话：（025）84021066

□ 本报记者 王 拓

高考志愿填报即将开始，有考
生家长反映，一些不法机构或个人
谎称掌握“大数据”，甚至冒用官方
或高校的名义，开展高考志愿填报
咨询、辅导活动，向考生和家长收取
高额咨询费、辅导费。19 日，省教
育考试院特别提醒广大考生和家
长，省教育考试院官方信息发布平
台包括，江苏省教育考试院门户网
站（www.jseea.cn）、“江苏招生考
试”微信公众号（微信号：jszsksb)
和“江苏招考”APP，请广大考生和
家长谨慎辨别，特别要注意区别名
称相似相近的平台。

我省普通高校招生计划于 6 月
下旬在《江苏招生考试》（2021 招生
计划专刊）上向社会公布。在每一批
次平行志愿录取结束后，征求志愿的
计划将通过省教育考试院门户网站
等官方渠道向社会公布。

为更好服务考生，今年省教育考
试院将在志愿填报期间陆续发布

“2021 年高考志愿填报指导片”“招
办主任教你填志愿”“志愿填报直通
车直播”等宣传产品，并组织在苏招
生高校开展网上咨询活动。上述宣
传产品和活动将通过省教育考试院
官方平台发布，除此之外，省教育考
试院从未组织、委托任何机构或个人
开展高考志愿填报培训、咨询、指导
等活动。

为维护良好的考试招生秩序和
网络环境，根据“2021 高考护航行
动”安排，教育部将协调相关互联网
平台联合开展“点亮权威考试招生
机构官网标识”专项行动，对各省级
教育招生考试机构和属地高校注册
的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在
互联网上标记统一权威标识，请广
大考生和家长注意辨别，获取官方
权威的招生信息。近期，教育部发
布预警，提醒谨防“高价志愿填报指
导”诈骗陷阱。不要轻信不法机构
或个人所谓的志愿填报“精准指导”

“精准服务”，以免被误导失去正常
录取机会。

省教育考试院发出特别提醒
高考志愿填报谨防欺诈

□ 通讯员 侍远 王越 焦尉
本报记者 明泽 文军 宏奇

仲夏时节，宿迁市宿城区宿邳路沿
线绿意盎然，各项提质发展重点项目建
设如火如荼。在蔡集镇月堤湖湿地公园
项目施工现场，硬化铺装、亭台搭建、景
观绿化等工作正在加速推进。

宿迁市宿城区委书记张辉表示，宿
城区聚焦城乡融合，聚力乡村振兴，坚持

“四化”同步集成改革的经验，聚焦“全域
打造国家农业公园”，高质量推进古黄河
生态富民廊道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建
设，以工业化理念、城镇化思路、信息化
手段全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谱写宿
城农业农村现代化新篇章。

走进蔡集镇田洼智慧农业产业园温
室大棚，一排排无土栽培立体高架整齐
划一，种植槽里小番茄长势喜人。“我们
年初就和宿迁南菜市等蔬菜配送中心签
约，为市民提供更多高品质新鲜蔬菜。”

蔡 集 镇 党 委 书 记 王 平 说 。 该 镇 运 用
“5G+农业”新技术，采取“镇企共建、企
业管理、共同受益”运作模式，紧抓“农
业+旅游”发展契机，以消费带动农业发
展。同时，加快推进园区玻璃温室展厅
建设，打造全市中小学生农业科普实践
基地。

园区建设快马加鞭，周边农户也自
然不愁没钱赚。“我家就在旁边的田洼
村，和同村姐妹一起来上班，每个月能挣
3000 多元。”正在大棚里劳作的村民季
彩 云 开 心 地 说 。 在 这 片 规 划 总 面 积
2000 亩、建有 33 万平方米各类温室棚
体的园区，种植、采摘、打包、配送等环节
可带动 240 余名劳动力就地就业，预计
年分红收益达 200 万元，每年为村级集
体经济增收25万元。

“这里一天一个样，要不了多久，咱
们都能欣赏到美丽的牛角淹，还能住进
风景区、捧起旅游‘金饭碗’。”蔡集镇牛
角居委会村民孟献高说。牛角淹生态旅

游项目建设正在紧锣密鼓进行中，水居
度假区内16栋客房主体结构均已完工，
正在进行内部装修。

去年以来，宿城区充分利用牛角
淹丰富的自然资源风貌和浓厚的历史
文化元素，围绕“农耕文化”“神牛文
化”，规划建设“两核三环六区”一体化
的高品质乡村生活旅游体验区，致力
打造宿迁市西片区旅游带的重要节点
项目和蔡集镇强镇富民的重要产业项
目，让市民在“都市田园会客厅”里享
受“诗与远方”。

“我们全力推动牛角淹乡村旅游建
设，确保在提升生态环境质量的同时，以
旅游项目带动产业发展，让老百姓在家
门口致富。”蔡集镇党委副书记、镇长胡
月艳说。

即将交付使用的牛角淹新型农村社
区，也让孟献高满心期盼。“我们家通过
旧房改建变成二层小楼，听说社区绿地
率达 40%，还有幼儿园、党群服务中心、
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等一系列配套，比住
在城里还舒服，全家人都期待早日搬进
新房。”

牛角淹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现场，一
幢独具乡土风格的民宿十分惹眼。结合

房屋不同特点，这里把农村闲置住宅改
造成特色民宿，利用改建、新建的农房发
展特色餐饮、农家乐等乡村旅游项目，打
造乡村经济增长新亮点，多渠道增加农
民收入。

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内在要求。
牛角淹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整合田园生
态资源与民居民俗，注重保护传统村落
和乡村特色风貌，规划新建住房185套、
改建农房 188 户，聚力把牛角淹打造成
全市“最田园、最乡村”的旅游小镇，力争
年内创成省级特色田园乡村，实现农区
变景区、田园变公园，为打造“近郊大游
园”增添农旅色彩。

“我们始终把产业兴旺作为乡村振
兴关键抓手，全力加快古黄河生态富民
廊道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建设，切实把
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富民增收优势。”宿
城区区长陈伟说，今年，该区进一步突出

“农文旅融合”创新，不断完善“农业+文
化”“农业+电商”“农业+旅游”新模式，
加快推动总投资 61 亿元的 26 个重点工
程项目，新排定 5 大类 20 个重点推进项
目，切实打造绿色水美生态廊道、富民增
收经济廊道、城乡一体示范廊道、文旅融
合展示廊道。

树立新标杆放大示范区

宿城推出乡村振兴升级版

本报讯 （记者 魏晓敏 杨频萍）
6 月 19 日上午，由南京大学全国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中心、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南京大
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主办的中
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暨中国经
济学创新发展研讨会在南京大学
举行。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爱
军出席并讲话，南京大学党委书记
胡金波致辞。

张爱军指出，党的百年历史，既
是一部走向复兴的不懈奋斗史，也是
一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
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不断发展和成
熟的历史。系统总结中国共产党百
年经济思想，深入探讨中国经济学创
新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意义重大。
一百年来，江苏经济发展正是在中国
共产党经济思想指导下，经过艰苦努
力和不懈奋斗，取得了辉煌成就、形
成了宝贵经验。江苏一直是经济学
研究的重镇，涌现出一大批学术成果
丰硕、理论贡献突出的名家大师，形
成了许多研究成果，产生了广泛学术
影响，为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的发展

作出了重要贡献。
张爱军强调，面向现代化新征

程，担当起“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
在前列”的重大使命，广大专家学者
要围绕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
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更多
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要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经济思想，紧扣时代脉搏，坚持问
题导向，推出更多高质量、高水平的
理论研究成果。要关注江苏经济的
新情况、新问题，以敏锐的思维、独
到的眼光，为江苏改革发展把脉问
诊、出谋划策，为谱写好“强富美高”
新江苏建设的现代化新篇章贡献智
慧和力量。

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南京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南京大学长
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名誉理事长洪银
兴，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
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原所长金碚，中国
人民大学教授黄泰岩，北京大学教
授、山西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黄桂
田，辽宁大学经济学院原院长林木西
等11名专家学者作了主题发言。

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暨
中国经济学创新发展研讨会举行

本报讯 （记者 姚依依） 6月18
日，省委宣传部举行“光荣在党 50
年”纪念章颁发仪式，省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张爱军出席并讲话。

张爱军指出，为党龄达到 50 年
的老党员代表颁发“光荣在党50年”
纪念章，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对老党员的关心厚爱，是对老党
员历史功绩的充分肯定，是全党同志
对老党员的集中礼敬，也是广大年轻
党员传承红色基因的一次精神洗礼。

张爱军强调，省委宣传部是中
共江苏省委的宣传机关，老党员们
是历史发展的见证者、参与者和亲
历者，行程万里却不忘初心，勤勤恳
恳为党工作，踏踏实实为民服务，用
50 多年的无悔奉献，践行着入党时
的铮铮誓言，谱写了一曲曲奋斗的
赞歌，为我省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打

下了坚实基础。
张爱军要求，要结合当前正在开

展的党史学习教育，广泛开展向身边
优秀老党员学习活动，学习他们信守
誓言、赤胆忠诚的政治品格，始终忠
诚于党的事业；学习他们不忘初心、
鞠躬尽瘁的为民情怀，扎实开展“我
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学习他们
牢记使命、砥砺奋进的光荣传统，不
断续写党和人民事业的新篇章。

会上通报了省委宣传部“光荣在
党50年”纪念章获得者名单，张爱军
为 20 位老党员代表颁发了纪念章。
老党员代表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分
享了“在党50年”的感慨和体会。青
年党员代表作了表态发言，表示要牢
牢接过历史的“接力棒”，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为党的事业薪火相传增光
添彩。

省委宣传部举行“光荣在党
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

本报讯 （林元沁 王志高） 6 月
19 日，江苏省法学会习近平法治思
想研究中心召开成立大会暨首届学
术研讨会。中国法学会党组成员、学
术委员会主任张文显视频讲话，省政
协副主席、省法学会会长周继业出席
会议并讲话。

张文显指出，要深入研究、科学
把握、深刻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形成
发展的实践逻辑、理论逻辑和历史逻
辑及其内在联系，增强对习近平法治
思想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
同和情感认同。不断推进习近平法
治思想的学理化阐释、学术化表达、
体系化构建，充分展示习近平法治思
想的理论高度、学理深度、学术厚度

和习近平总书记法治为民的人格力
量、厉行法治的坚定意志、奉法强国
的雄才大略，以及建设法治中国、建
设法治强国的伟大理想。

周继业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
自觉做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坚定信仰
者、积极传播者、模范实践者。要打
造研究品牌，加快推出有分量的研究
成果，努力让高水平法治成为江苏发
展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标志。要强化
中心功能，努力把习近平法治思想研
究中心建成全省习近平法治思想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研究的
坚强阵地、全省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
工作的协调中心、全省习近平法治思
想研究队伍的人才枢纽。

江苏省法学会成立
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中心

□ 新华报业全媒体记者
石小磊 姜婧仪 许倩倩

6 月 19 日上午，由省交通运输
厅、扬州市人民政府、镇江市人民政
府、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新华报业
传媒集团共同主办，省交通工程建设
局、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华设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扬子晚
报承办，上汽大众特别支持的“不忘初
心，跑向未来——五峰山长江大桥南
北公路接线开通纪念跑”鸣枪开跑。
近千名跑友踏上全国首条未来高速，

庆祝五峰山接线顺利建成，感受江苏
交通风采，喜迎党的百年华诞。

上午 8 时 58 分，随着发令枪响，
一场跨越长江天堑的奔跑，从五峰山
过江通道北接线扬州境内启动。起点
是中国第一条未来高速公路，终点是
中国第一座千米级公铁两用悬索桥，
让跑友们充满了新奇与豪情。八车道
的高速公路上，跑友们你追我赶，用脚
步丈量路途，用汗水诠释初心。20 分
钟不到，第一名跑友就完成了 6.8 公
里全程，来到五峰山长江大桥南塔终
点，从扬州到了镇江。

此次参加活动的跑友中，有相当
一部分是这条高速公路的建设者、设
计者。华设设计集团跑团队长何栋奎
告诉记者，从手中的图纸，到脚下的高
速，设计者们奔跑在自己设计的未来
高速上，过程很享受，风景也很美。

“我爸爸带我参加过好几次马拉
松，但是这是第一次在爸爸亲手设计
的大路上跑步，我觉得超级自豪！”11
岁的宋宇杨一大早跟着爸爸宋钱来到
纪念跑现场。宋钱参与了此次项目智
慧系统方面的建设。

整场纪念跑在多平台进行直播，

收获了超 1000 万网友的关注。尤其
令网友们点赞的是，此次纪念跑直播
同时也是一场交通知识小讲堂。5 位
五峰山未来高速项目的建设者、管养
者、设计者，以及五峰山长江大桥的建
设者、江苏交通规划专家以同步直播
的形式，为屏幕前的网友们开展了别
开生面的解说。

“原来，五峰山未来高速，不仅可以
消冰融雪，还能雾天引导，20多个创新
智慧场景，真是高速公路的‘顶配’！”

“真是迫不及待想在下雪天开上去试
试。”⋯⋯未来高速引发网友们热议。

庆祝五峰山大桥接线顺利建成庆祝五峰山大桥接线顺利建成

近千跑友打卡中国首条近千跑友打卡中国首条““未来高速未来高速””

▶上接 1 版 探索形成了以中医药为特
色、中西医结合救治患者的系统方案，成
为中医药传承创新的一次生动实践。

“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
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名誉
校长张伯礼说，中医药对病人的各个阶
段都起到了作用，对早期病人能有效控
制轻症病人转重率，对重症、危重症病人
能显著降低死亡率，在康复期能降低病
人的并发症。“一年来的数据显示，康复
病人出现后遗症的比例远低于国外，即
使出现症状也比较轻。大家都看到了中
医药治疗新冠的优势。”张伯礼表示，不
仅仅就抗击新冠疫情，许多疾病在急性
期可以使用西医西药治疗，到了稳定期、
康复期、预防并发症等可以使用中医中
药；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这是中国
的体制机制优势，必将为健康中国战略
建设发挥重要作用。

“智慧医疗是未来发展的方向，希望
智慧医疗为防病抗疫贡献更大力量。”中
国工程院院士、教育部江苏省神经再生
重点实验室主任顾晓松强调，智慧医疗
包括三个方面，即精准医疗、精益管理、
精诚服务。发展健康产业首先要有科技
进步，依靠科技支撑，然后是投入和应
用。顾晓松坦言，中医药产业的社会需
求份额小，要把科技含量提上去，才能真
正服务百姓，“我们正在推动长三角生物

医药产业创新联盟，下一步希望中医药
也能纳入进来。”

江苏自古中医流派众多，名医大家
辈出。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
省中医药管理局局长朱岷说，去年10月
1 日起正式实施的《江苏省中医药条
例》，让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驶入了法制
化的轨道。江苏中医药服务能力持续增
强，中医药科研创新成效显著，规模以上
中药工业产业数量和产值位居领先地
位，中医药强省建设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当前卫生健康事业正处于难得的
发展机遇期。”朱岷表示，本次峰会以“共
建共享 全民健康”为主题，集聚业界精
英，共话健康文化，共商卫生健康发展大
计，将珍惜和利用好这一难得的机会，全
面展示江苏卫生中医药发展成就，共同
探讨卫生和中医药发展新模式，努力绘
制好长三角卫生健康和中医药一体化高
质量发展的江苏蓝图。

搭建展示与沟通平台
为长三角大健康产业赋能助力

峰会邀请了140余位长三角妇幼专
家，100 位江苏省名中医及医药企业代
表、政府官员等参会。专家学者们就中医
药的传承与发展、守正与创新、长三角健
康一体化、健康产业科学发展等话题，进
行思想再碰撞、观点再交流、理论再探索。

健康是人民最关心、最现实、最直接、
最基本的利益所在，因此本次峰会以“共
建共享 全民健康”为主题，把关注全民健
康和“惠民”原则放在峰会的核心地位，擦
亮“人民性”底色，云集了一批著名的业界
权威，搭建了展示平台和沟通桥梁。作为
长三角健康峰会平台的搭建者，新华报业
为大健康产业特别是中医药界构建了一
个向社会持续发声的舆论阵地，必将有力
促进我省中医药事业和产业的全面发展，
加快长三角卫生健康一体化进程，助力中
医药全面融入健康中国战略。

新华日报社党委书记、社长,新华报
业传媒集团董事长双传学说，将通过具
有竞争力的媒体表现形式，把峰会打造
成“网红”展会，打造成“高声量”盛会；将
借助到场的人民英雄、院士大师、专家学
者的“外脑”、用“外力”，引“大咖”、靠“大
家”，形成以长三角健康峰会为龙头核心
的健康传播共同体，构建报网端微屏协
同发声的健康传播矩阵，打造具有强大
传播力和创新力的全国健康传播高地，
为所有大健康领域的新华之友赋能。

派送“大礼包”
让群众共享健康好福利

峰会上设置了全民健康、赤脚医生
博物馆、乡村振兴公益、百位名中医义诊
等展区。通过此次峰会与博览会，搭建

起一个长三角健康平台，让人民群众收
获健康大礼包，共享健康好福利。

本次博览会也是落实“为群众办实
事”的具体举措之一，江苏省 40 余家中
医院、中西医结合医院集体亮相，全景式
呈现江苏省中医药发展成就。江苏省百
位名中医还现场为观众把脉义诊。另举
办了全球农产品直播电商节、健康文创
产品战略合作签约仪式。

南京市溧水区委书记薛凤冠表示,
溧水区是全省唯一的健康江苏实践示范
区，近年来溧水区系统构建“全区域、全
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体系，以全生
命周期为主线，对从婴幼儿到老年期的
不同阶段，提供连续的健康管理和服务，
努力让“健康中国”战略所擘画的美好蓝
图，在溧水这片土地上率先成为直观清
晰的现实图景。

峰会开幕式上还举行了国家中药材标
准化与质量评估创新联盟成立仪式、中华
志愿者协会全民健康志愿服务总队江苏志
愿服务队成立仪式等活动。新一届江苏省
百位名中医也在此次峰会上发布百首效
方，并共同发出庆祝党的百年华诞的联合
倡议，他们表示：要更加发挥中医药优势，
中西医结合护佑人民健康；更加推进科研
创新，让中医药焕发时代活力；要更加坚定
文化自信，铸就中医药振兴之魂；更加推动
人才建设，夯实中医药发展之基。

鸣枪起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