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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
眠”，江南之美在于水。近年来，江苏
省丹阳市通过全力打造“水美乡村”，
有效降低了农业生产对水质的污染，
大力改善了农民生活环境质量，形成
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环境。同
时完善的水利基础设施对推动农村产
业结构调整，促使传统农业向规模农
业、生态农业的方向发展，促进农村生
态系统的良性、健康发展，为乡村振兴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丹阳地处太湖流域，京杭运河穿

境而出，境内河流纵横，池塘星罗棋
布，是典型的江南水乡。“美不美，家
乡水”。近年来，丹阳市把“水美乡
村”建设作为乡村振兴的“牛鼻子工
程”，并列入镇江市生态环境重点工
程。每年均投入大量资金作为“水美
乡村”的补助经费，加上省和镇江市
的奖补资金，累计投入近千万元建设
资金，目前已有3个“水美乡镇”和24
个“水美乡村”通过了省级认定验收。

“绿水村边绕，白鹭头上飞”。
这是延陵镇蒋巷自然村的真实写

照。作为丹阳唯一的候鸟保护区，
这里栖息着 2 万多只十几种鸟类。
村干部告诉记者，通过这几年的“水
美乡村”建设，村里的池水变清了，
鱼虾也变多了，为候鸟提供了丰富
的食物。候鸟的数目也从原来的 8
千多只增加到 2 万多只，以前一到
冬季，许多候鸟都飞走了，现在冬天
清塘，池塘里密密麻麻的停满了觅
食的候鸟，成了“钉子户”了。在村
里的洗菜码头上，记者惊奇地发现
布满了河虾，好奇的同行者十几分
钟就空手抓了足足一盆河虾！

被评为中国传统村落和江苏省
历史文化名村的柳茹村，因贡祖文冒
险救孤，携带岳飞第三子岳霖隐居于

此而闻名。古谚语“柳茹村，东有东
长沟，西有西长沟，南有大塘千百亩，
北有神河万丈深。”由于水系不通，排
灌不畅，不仅易涝，而且成了发展乡
村旅游的瓶颈。去年以来，在丹阳水
利部门的支持下，柳茹村通过“水美
乡村”建设，实施了水系贯通工程，将

“四国八方”串成了“一条龙”。不仅
实现了旱涝保收，而且吸引了不少外
地游客前来游玩。

目前，丹阳市正以“水美乡村”为
抓手，全力巩固农村环境整治成果，
进一步完善长效管理机制，强化督查
考核，充分体现农村“水美、景美、环
境美”的田园风光，真正达到“水清、
岸绿、河畅”。 （张俊辉 张辉）

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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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变水丽 候鸟成留鸟

丹阳：“水美乡村”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 近日，工信部装备工

业司召开区域智能制造发展战略
研究重大软课题研讨会。我市产
业链智能升级做法被列入我国区
域智能制造十大推进路径之一。

研讨会上，中国工程院作了
“从区域到全国智能制造发展战略
与对策”专题报告，归纳总结了我
国区域智能制造十大推进路径，其
中，我市推进智能制造的系列做法
被报告归纳为第5条路径“龙头企
业带动，实现产业链智能升级”。
报告认为，镇江市政府主推“产业
链+智能制造”，以 12条重点产业
链骨干企业为龙头，紧紧围绕智能
化改造、智能车间（工厂）建设、创
新能力提升等领域，大力推进智能
制造发展，为全国各地在龙头企业

带动智能制造发展方面进行了有
益探索并提供了典型示范案例。

中国工程院的报告列举了我
市电气设备龙头企业大全集团的
个案。该企业采用物联网、云计
算等信息技术，自主研发了面向
电气行业全生命周期管理的“大
全智慧工业云”平台，将分散的电
气设备实时传感数据汇聚到大数
据平台，并对数据进行聚类、关
联、统计、预测，向中小企业用户
提供资产管理、系统集成、在线监
测、专家诊断、状态预测、移动交
互等一系列智能化运维管理服务
和信息服务。2017年大全云平台
接入企业已达 2000多家，为带动
电气产业链协同发展发挥了重要
作用。 （陈志奎 李再强）

本报讯 前天，中国网络社会
组织联合会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
镇江市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镇江
市大爱联盟网络社会组织服务中
心作为首批会员单位参加大会。
其中，镇江市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
成为理事单位，也是全国唯一的地
市级网络社会组织理事单位。

据悉，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
合会是我国首个由网络社会组织
自愿结成的全国性、联合性、枢纽
性社会组织。由10家全国性网络
社会组织发起成立，首批会员单
位总共有300家，包括全国性网络
社会组织 23家，地方网络社会组
织 277家。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
室是其业务主管单位。

我市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成

立于 2016年，是全国第一家地市
级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联合会
团结凝聚全市网络社会组织力
量，致力为网络社会组织发展服
务，做好全市所有网络社会组织
的“娘家人”。联合会常年引导扶
持镇江网络社会组织发展，每年
策划爱心慈善、网络问政、环保行
动、文化寻访、户外健身等一系列
网络主题文化活动，吸引近 10万
人次网民参加。联合会组织开展
的“与爱同行”网络社团公益系列
活动，获得江苏省第五届网络文
化季人气活动奖。2017年，全国
网络社会组织工作推进会在镇江
召开，我市网络社会组织工作受
到了时任中央网信办副主任任贤
良的高度评价。 （记者 谭艺婷）

“85后”的诗诗是一家服装店的
导购员，除了在微信朋友圈“晒娃”，
更多是“晒新品”，而她的微信好友超
过一半是自己的顾客。这两天，她点
对点地为“好友”中的妈妈们送上了
母亲节的祝福。“利用微信等通讯工
具联系顾客，是我们岗位培训的重要
一课，也是业绩考核的内容。”长期从
事导购工作的她表示，这几年与顾客

“互加好友”，已是她工作的一部分。
而在商贸业内人士徐韬看来，

导购员诗诗的工作“上线”，实现精
准锁定客户信息，提供个性化服务，
是“互联网+”发展的产物，也是传统
商贸转型升级，进入“新零售”模式
的具体表现，“新零售是企业以互联
网为依托，通过运用大数据等先进
手段，对商品的生产、流通与销售过
程进行升级改造，并对线上服务、线
下体验以及现代物流进行深度融合
的零售新模式。”

记者观察，“新零售”已不只是概

念上的火热，线下也可见“融合版”商
家。以去年底在我市南徐片区落地
的“倍全模式”为例。市商务部门相
关负责人解释，它是以“互联网+社区
便利店”为主要特点的社区商业模
式，打造以“互联网+社区便利店”为
载体、以“闪电送货”为核心的社区生
活服务平台，线下由1家中心店加若
干家社区店组成，中心店除超市菜场
外，还整合多种服务业态，承载着购
物、展示、集中配送功能；社区店在销
售日常生活用品同时，提供收寄快
递、代收代缴等生活服务。线上则由
移动终端APP和服务数据库构成，居
民线上消费后，线下便利店一般可在
40分钟以内送货上门。

“保守地说，新零售已是趋势，并
且‘蠢蠢欲动’，这也就意味着，传统
实体商家面临的不仅是来自电商的
夹持，或许还将被新零售‘融合线下’
的雄心所震慑。”业内人士如此分析。

事实上，在这样的“夹击”下，实

体商家已经开始寻找并放大自己的
“优势空间”。前不久，某知名婴幼
儿产品的导购张敏当起了“群主”。
原来，她所在的纸尿裤专柜为进店
消费的“宝妈”建立了聊天群，及时
发布促销等活动信息，也供妈妈们
分享育儿心得。采访中，大多数消费
者表示愿意接受这样的“进群邀请”，

“平时确实有这样的消费需求，多一
条货比三家的渠道，也不是坏事，更
重要的是对实体店品质的信赖。”市
民张女士爽快地扫了进群二维码。
而她的一次亲身经历，也增加了她对

“线上线下融合”的好感，“前阵子，导
购给我发来一条打折信息，力度还挺
大的，但是正好在外出差，没法现场
购买。她在微信中主动提出帮我留
货，后来才知道，她还帮我垫付了费
用，让我很感动。”张女士说，这种个性
化并且人性化的操作，会为实体商家
带来更多“粉丝”。

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我市

重点商贸企业已主动探索线上线下
融合发展新业态。目前，全市 80%
以上的商贸企业开通了微信、支付
宝、银联无线 POS 等多渠道支付。
值得一提的是，恺源旅游超市对连
锁门店实施了信息化系统改造，增
加了商品体验功能，利用O2O系统
整合采购、配送、销售数据，实现了
线上线下的统一；镇江农批市场

“365平台”，实现生鲜线上下单、全
城配送，每天配送量近 200单；大润
发推出了“急速达”，采取网订店送
模式，3公里范围内免费送到家。

“可见，传统商贸转型并不是全
面触网，放弃线下店铺。所谓转型、
新零售，应当是线上线下互通融合，
而不是选择谁、舍弃谁。”不过，徐韬
也坦言，这样的转型还没有真正全
面铺开，比如一些中小型企业甚至
还存在认识上的偏差，再加上内部
管理、综合实力等方面的短板，短期
内实现升级还有困难。

本报讯 中国品牌日到来之
际，我市中华老字号、醋王恒顺再
获殊荣。9 日，在中国品牌建设
促进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
会、经济日报社和中国资产评估
协会等联合举办的“2018中国品
牌价值评价信息发布”活动上，恒
顺品牌再次因其百年经典、卓越
品质，荣获 2018年中国食醋行业
品牌价值第一名。

作为中国四大名醋之一、镇
江香醋的传承代表，“百年恒顺”
与时俱进，始终引领行业发展。
特别是“十三五”以来，恒顺醋业
以市场为导向，以提高发展质量
和经济效益为中心，以转型升级、
创新发展为主线，大力实施增品
种、提品质、创品牌的“三品”战
略，进一步增强了企业品牌竞争
力。公司聚焦调味品主业、调整
优化发展战略，将产品品质提升
作为企业生命线。坚持“传统工
艺、现代科技”相结合的工匠精
神，加快智能工厂建设的步伐，用
好工艺、好技术、好原料纯粮酿造
的好产品赢得消费者称赞。目
前，恒顺已将原有的 680 个产品

聚焦为 15个A级产品重点打造，
将 20多个瓶型聚焦为 8个瓶型加
以推广，形成了五大类系列产
品。特别是在产品质量管控上，
公司引入卓越绩效管理，推行全
过程质量控制，确保了产品“绿
色、健康、安全”，先后获得市长质
量奖和省长质量奖。

面对日趋激烈的调味品市场
竞争，百年恒顺更加重视品牌培
育，不断提升品牌形象与品牌价
值。在线上，联合央视及省级卫
视推出系列品牌宣传，树立品牌
高端形象；在线下，打造3000家超
市和农贸店品牌形象，将高端势
能转化落地。通过进入高铁动车
媒体广告，进一步强化消费者品
牌认知；通过投资建设镇江醋文
化博物馆，进一步拓展工业旅游；
通过连续 40年举办“恒顺酱醋文
化节”，进一步增强企业和品牌美
誉度；通过开展“国际食醋科技论
坛”等，推动行业创新和进步。恒
顺人正用传承、创新、发展相结合
的“恒顺智慧”擦亮金字招牌，全
力以赴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李伟 栾继业）

近日，仙林大道宝华段道路施工已完成50%以上，从空中俯瞰车辆在北半幅路面有序通行。据悉，仙林大道宝
华段预计在今年9月底全面通车，道路绿化将于12月底之前完成。仙林大道西起南京环陵路、东至句容市宝华镇，
全长约15公里。沿线连接仙林大学城，串联南京大学句容创新创业示范园、科技园、众创社区等人才聚集地，被视
为宁镇融合发展先行区的“智慧走廊”。 辛一 张金先 摄影报道

观察

导购员线上当“群主”线下忙“代购”

实体商家多点触网拥抱“新零售”
本报记者 朱 婕

百年恒顺 再度折桂

荣获2018中国食醋
品牌价值榜第一名宁镇“智慧走廊”

宝华段施工过半

我市智能制造做法
列入国家推进路径

我市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
成全国唯一地市级理事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