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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对在港两院院士来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促进香港同内地加强科技合作
支持香港为建设科技强国贡献力量

有关部门迅速做好贯彻落实工作
有序推进内地与香港科技合作

〉〉〉7版

“几年前，这里是垃圾河、臭水
沟，我们这些住在附近的老百姓夏
天都不敢开窗；现在变成了风光带，
有红花绿树，还有碧水亭台，大家每
天早晚都来散步跳舞、呼吸新鲜空
气。”11日早晨，家住扬中新扬社区
的祝文秀照例去屋后的丰收河风光
带晨练，这个习惯，老人家已坚持了
四年多，忆起这些年城市的变化，他
表示“感受实实在在！”

如今的扬中，一座座“绿伴水生”
滨水风光带成为市民休闲的好去
处，一项项城市治理行动的开展让
岛城形象愈加靓丽，一个个道德“风
向标”的引领让文明的正能量不断
凝聚……将文明城市创建的“大道
理”转化成群众可感可观的“小利

益”，扬中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正
通过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一步步实现。

“群众视角”，文明创建见实见效

背街小巷整治了，城市环境美
化了，文明礼让常见了……走在扬
中街头，文明清风带来的喜人变化
令人神清气爽。

据悉，扬中自2000年启动文明城
市创建以来，已经实现了省级文明城
市“六连冠”。今年，该市又收获了文
明城市创建的“成人礼”——成功拿到
了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资格。

对于文明创建，扬中坚持的始终
是“群众视角”，正如该市市委书记潘
早云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动员部署

会上所说：“文明城市创建不是为了
拿牌子、争名分，而是要通过创建进
一步优化城市环境、补好民生短板、
提高文化品位，提升百姓幸福，这是
我们开展创建工作的‘初心’。”

坚持创建为民，持续推进文明创
建，扬中解决了一批民生问题，有效
提升了全社会文明程度；特别是近年
来，通过实施“263”专项行动、“五水
联治”，建立创卫长效管理机制，推动
城市环境和面貌日趋改善，带来了群
众看得见摸得着的“获得感”。

文化惠民，百姓乐享“精神福利”

西来桥糏塑文化、新坝镇文艺
大串门、八桥农民艺术周、经开区合
唱团……在扬中，每个镇街区都有
自己的优秀文化品牌，81个村社区
个个有特色、有绝活，形成了“一村
一品”的文化格局。

深入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扬

中以文化惠民示范村创建为载体，搭
建基层群众文化生活“大舞台”，以丰
富多彩的群众文化提振精气神、涵育
新风尚，有力促进了居民文明素质和
农村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升。

下派指导员，拉起文化队伍，扬
中在全市挑选专业文化人员组建文
化指导队，对村社区实行“一对一”辅
导；兴建文化圈，扩展活动阵地，扬中
全面普及文化广场、农家书屋等文化
阵地，初步实现了10分钟健身圈、15
分钟文化圈；推出示范点，展示惠民
实效，扬中打造了10个市级文化惠民
示范村，以点带面，培育乡村文化优
秀品牌……如今，这里文体惠民活动
繁荣，市民文化生活水平极大改善。

风向引领，文明新风润泽常家

陆茂生、郭纪荣、王扬扬……这
些凡人善举是扬中精神文明领域的
闪耀之星。 （下转2版）

近日本报报道总投资 5.96亿元的沿金山
湖CSO溢流污染综合治理工程 5月开工的消
息，引发市民高度关注。在收获众多点赞支
持的同时，也有部分网友发出“工程是否急
需”“金山湖和老百姓日常生活关系大吗”等
声音。市海绵办副主任、市住建局副局长胡
坚接受采访时表示，该工程是实实在在的民
生工程，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建成后可为
镇江百姓幸福生活“加码”。

海绵城市建设的“兜底工程”

“很多市民提起海绵城市，会说我家门口
在做一个‘海绵’，禹山北路在做‘海绵’，这实
际上指的是海绵小区、海绵道路。”胡坚说，我
市 3年总共做了 45个海绵小区，这些小区都
属于源头项目，远不是海绵的全部。

下雨后，雨水首先在源头下地面，然后通
过排水管网、路面径流，进入雨污水排口，最
后进入水体。因此从空间来看，广义的海绵
城市分别要研究源头、过程、末端、水体。3年
试点期间，我市已做了 11个汇水区、合计 29
平方公里的海绵试点区。

从问题导向出发，当前海绵城市建设要
突出解决水体黑臭、城市内涝两个问题。而
沿金山湖CSO溢流污染综合治理项目通过功
能设计，可改善城市水生态，保障城市水安
全，最优化解决老城区海绵城市建设难题，因
此，成为镇江海绵城市建设的最重要工程，也
是我市海绵城市建设的最大单体项目。

在末端治理溢流污染也是比较经济高
效的做法。因为，如果在源头做这样的项
目，将来很可能 3～5年就进行城市改造，届
时做得再好的管道都没有用了。但如果在
末端做，即使将来城市改造，仍会运用到海
绵城市建设的理念和方法，因此它能很方便
地与将来的城市建设衔接，“这相当于在末
端兜了一个底。它将来会与我们的城市一
同成长，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镇江城区3.0版的治水工程

前几年每次遇到强降雨时，北固山西侧的解放路雨水泵站排口，混浊的
雨水宛如一条“黑龙”注入清澈的金山湖中。翻开市政府服务热线12345的
投诉记录，类似“又有企业趁着下雨偷排污水”的投诉屡见不鲜。

“这是典型的初期雨水造成的面源污染”，胡坚解释说，职能部门的无奈
是，强降雨时，如果不开启雨水直排模式，上游的医政路等低洼区就要受淹，
他们只能两害相较取其轻。

群众的误解催使市给排水部门寻找解决之策。最终，沿金山湖CSO污
染治理项目被认为是治本之策。在胡坚看来，镇江主城区治水经历了3个阶
段，现在是3.0版。 （下转2版）

本报昨天头版头条和前天今
日镇江客户端刊发的报道《遥跨两
地，传递一份“天使之爱”》，引起读
者广泛关注与热议。社会学者田
震鹏给记者打来电话表示：“小张
杨故事”不仅是一名灾区孩子践行
人生诺言的暖心故事，更是镇江作
为“大爱之城”的又一精彩注解！

当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共有
百名灾区伤员被护送转移到镇江接
受进一步治疗。除安排在市第一人
民医院的40名伤员外，记者昨天了
解到：另有40名伤员被安排在江苏
大学附属医院、20名伤员被安排在
市第四人民医院。与之同时，记者

通过当年病案上留下的联系方式，
以电话又延展采访了数名当年在镇
接受治疗的灾区伤员，了解十年后
的今天，这些“小张杨们”可安好。

当记者正努力寻找那年来镇
救治的地震伤员时，今年21岁的刘
安权也正通过各种途径，寻找着当
年江大附院救治过他的医护人
员。电话那头，刘安权有些激动地
说着他的寻找过程：“我在百度上
找了江苏镇江江大附院的电话，通
过电话找到医院人事科，沟通后留
下了我的电话号码，再后来当年的
护士姐姐就给我回了电话！”2008
年，地震来的那一刻，绵阳安县四
年级的小学生刘安权正在上课。
他清楚地记得那天是数学课，课刚
上一两分钟就有震感，大家下楼时
屋顶就塌了……如今 21岁的他是
一名修车工，已娶妻成家，孩子也
将在8月出生。

接到刘安权的慰问电话，当年
照顾他的医生护士们都无比感动。
护士戴蕾说，接到刘安权电话的那
一夜她激动到失眠，真正感受到了
护士这个职业的价值。当年她特别
喜欢这个小男孩，他离院后她还给
他寄过书本文具，直到后来再也联
系不上。每当在通讯录里看到他的
名字，她就一阵遗憾。现在他们重
新联系上了，知道他有了新生活，还
感恩着当年的医护人员，戴蕾觉得
这是一份特殊的力量，会鼓励她在
今后的工作中越做越好。

家住都江堰的吴维维在地震
发生时正在上课，当时她才 15岁，
来镇后被安排在了镇江市第四人
民医院，同病房的还有一名同校学
生。吴维维是市四院接收的伤员
中伤得较重的一位，被诊断为盆骨
骨折、髋臼骨折，好在手术进行得
较为成功。 （下转2版）

“我和女儿等着你，希望你踏踏
实实走好自己的人生路，等着你回
来的那天，我和女儿将与你一起补
上这张全家福……”这是在市公安
局“警·思”教育活动成果展的一张
缺了一人的“全家福”上，一名涉嫌
违纪违法民警家属给丈夫的寄语。

记者漫步“警·思”教育活动成果
展，一条条警思感悟映入眼帘、一张张
漫画摄影琳琅满目，鲜活且生动，这些
都出自公安民警之手，素材都源于日
常积累，把廉政教育活动融入日常警
务，使民警时时受熏陶，处处明廉义。

近年来，市公安机关在建设廉政
文化园地、创建廉政文化示范点的基
础上，以“警·思”教育平台为聚合点，
整合利用点滴化、碎片化的时间，改
变上级单向说教的方式，通过系统组
织、全警参与、上下互动的形式，不断
提高廉政教育的鲜活度和渗透力，力
促每名同志知敬畏、明底线，讲好镇
江公安身边的“廉政故事”。

针对公安民警执勤岗位分散化、
人员集中教育过多过频影响日常勤
务的特点，市公安局党委于 2016年
10月组织推出了“警·思”教育活动。
活动以“廉、警、思”为主题，不拘于形
式、不受限于场地，每周利用例会晨
会，领导带头，全警参与，通过日常碎
片化学习积累，以和风细雨、润物无
声方式，不断向民警、辅警灌输底线
观念，实现警队纪律规矩意识的日常
养成，推动警营风气持续向善向上，

日渐成为该局廉政教育见人见事、见
形见效的平台抓手。

“教导员过去的廉政教育就是
在所队例会上读一读上级发的文
件，具体效果如何考虑得不多。现
在，我们注重用报纸、网络上通报的
民警违纪违法案例来教育大家，大
家都能听得进去。”某派出所刘教导
员深有感触地说道。

“我是个有罪之人，辜负党多年
来对我的关心与栽培，走到如今这
一步，是我咎由自取……”在“警·
思”教育活动成果展中，市公安局原
中层干部的“忏悔录”引人注目。

“高墙内在押人员的经历和所
犯的错误，就是我们的‘镜子’，他们
现在所想的，痛心疾首所悔恨的，就
是我们应该沉思和反省的。”京口公
安分局网安大队大队长夏忠结束了
三天的任前看守所跟班学习后，以
沉重的笔触写下心得体会，这样的
感悟还有很多很多……

在“警·思”教育活动中，市公安
局在发挥各警种部门能动性的同
时，又抓住关键节点、重点，注重利
用好公安自身的警示教育资源，通
过身边事，教育身边人。2017年，市
公安局组织新提拔的81名科职干部
赴市看守所跟班作业，用实实在在
的案例和近在眼前的现实，使每名
接受警示教育的同志心灵上受到洗
礼，思想上有所感悟，见不贤而内自
省，有效筑牢了法纪底线。

镇丹高速考古
成果丰硕

出土文物标本1300件
本报讯 近日，在市文物

局和镇江博物馆召开的镇丹
高速公路考古工作结项汇报
会上传出消息，镇丹高速公
路考古共发现房址、墓葬、灰
坑 等 古 代 遗 迹 单 元 100 多
个，出土文物标本 1300 件，
成果丰硕。

镇江博物馆副馆长、镇
丹高速考古工作总领队王书
敏研究员介绍，在 2002年高
速公路建设之前，考察队就
开始了全线的考古调查，调
查面积为 72万平方米，发现
4 处疑似和 3 处可确认的文
物点。从 2015年至今，镇江
博物馆组织近 20 名考古队
员，组成了 4支考古队，花费
了两年多的时间，完成了华
山村墓地等处 1.87万平方米
的考古勘探，完成了孙家村
遗址、双墩1、2号墩墓和十墓
山汉代墓地7150平方米的发
掘任务。 (王克飞 笪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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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在心“思”再行
——公安机关创新构建“警·思”廉政文化平台

本报记者 景 泊 本报通讯员 何志斌 赖静群

“小张杨们”：十年后，可安好？
本报记者 王 露 胡冰心 王景曙

将创建“大道理”转化成群众“小利益”

扬中“文明之风”拂来满满“获得感”
本报特约记者 孙 薇

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 ——新时代 新作为 新篇章

深圳第十四届文博会闭幕
第十四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主展馆（5月13日摄）。5月14日，第十四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

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闭幕。据统计，共有21386名海外客商参加本届文博会，比上届增加1370人。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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