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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丽萍） 8日
上午，市委书记黄春年主持召开
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和市委常
委会议，研究讨论相关事项。市
领导赵志强、李忠法、任剑平、赵
立群、金夕龙、石捷、仇洋、薛军
民、陈文水、周东明、贺云华、符
卫国、陈俊、刘宏程、黄俊杰、杭
春云参加了会议。

市委书记黄春年首先主持
召开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会
议传达了学习娄勤俭书记、吴政
隆省长在省委“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动员会议上的讲
话；讨论了《法治护航乡村振兴
战略的实施意见》；听取了全市
财税运行情况的汇报。

会议指出，乡村振兴是一个
宏大的战略和系统工程，不仅意
味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
活的富裕，还意味着乡村治理的
民主公平、农民安全感的提升和
农村秩序的安宁与稳定，实施和
助推乡村振兴，法治不可或缺、
至关重要。因此，我市在贯彻落
实镇江市有关文件精神基础上，

结合实际制定出台了《法治护航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意见》。会
议认为，该《意见》紧密贴合了我
市基层治理领域存在的矛盾问
题，很具针对性和专业性，下一
步的关键就是要抓好落实。

会议强调，法治理念和法治
思维的建立，是依法治理的基
础，要创新法治宣传方式，充分
利用新兴媒体等现代科技手段，
采用通俗易懂方式向群众全面
宣讲；运用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的
能力，是依法治理的保障，执法

部门要做到严格执法，对涉及生
态环境保护、乡村建设规划等方
面的法律法规要严格执行。

随后，黄春年主持召开市委
常委会议。学习了赵乐际同志在
市县巡察工作推进会上的讲话精
神，听取了关于调整市纪委监委
派驻机构监督范围的汇报。

又讯 8日上午，市委书记黄
春年还主持召开市委机构编制
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研究讨论了
相关事项。市领导赵志强、赵立
群、石捷参加会议。

我市召开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和市委常委会
研究讨论了《法治护航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意见》等相关事项

端午节期间，正是丹北镇济
德村的大江果园家庭农场插秧
的忙季，“我的300余亩小麦正好
赶在雨前收割结束，这先期机插
的200亩田是休耕田。”农场主牟
士江捧出刚领取的“丹旺稻鸭共
作专业合作社”的营业执照乐呵
呵地告诉记者。而眼前一方平
整的水田里，两台高速插秧机在
田间来回驰骋，一行行秧苗整齐
地挺立在田间，为农田披上了一
片新绿。

已过不惑之年的牟士江老
家在沭阳，2012年来到丹北承包
了500多亩土地从事粮食规模化
经营，同时他还承包了20亩土地
种植葡萄、15亩土地种植桃树和
草莓，并注册成立了大江果园家
庭农场。在当地政府和相关部
门的关心支持下，去年 5月投资

200多万元建起了占地 7亩的大
型粮食烘干房，购买了 6台粮食
烘干设备，不仅解决了自身粮食
晾晒问题，还为周边大户提供粮
食烘干和收购服务，实现了粮食
生产的全程机械化。

“今年的小麦收成咋样？”
面对记者的提问，牟士江说，
由于今年小麦穗期病虫防治到
位，抢收期天气也较好，小麦
的单产比去年略高，亩均在700
余斤。但这几年粮食价格不大
好，种粮成本居高不下，虽说
土地流转承包金没有上涨，但
农药、化肥价格却一路上涨。
同时，在丹北地区的农业用工
成本也比其他地方要高，三夏
大忙时节，即使出100元一天的
工钱，也很难请到帮工。“刨去
所有成本，今年一亩麦子只能
赚几十元，因此，麦收这块最多
是自己赚个工钱而已。”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调结构
就成了牟士江盘算的重点。一
旁前来查看三夏工作的丹北镇
农服中心主任陈玉如告诉记者，

牟士江的粮食种植规模在丹北
并不是最大，但农机配套齐全，
已从过去的单纯种粮延伸到粮
食烘干、精米加工，并将稻糠下
脚料压块制成生物质燃料进行
循环利用等多个环节，实现了产
加销一条龙服务。今年围绕绿
色增效调结构，他在开展稻田综
合种养试点方面，也走在该镇种
田大户的前头。

“种粮要增收，现在靠一季
麦一季稻的传统种植模式显然
不行，随着市民消费结构的改
变，普通稻米已失去市场竞争
力。”牟士江说，在江苏农林职业
技术学院组织举办的春耕技术
培训班上，专家教授鼓励走农业
绿色发展之路，由传统单一种植
向优质、绿色生产和品牌化要效
益，这让他萌发了发展稻鸭共作
和稻田综合种养的念头。

“技术上有什么困难，或是
种养结合模式中遇到哪些难题，
我们会全力以赴提供服务，你大
胆放心地去搞！”分管农业技术
的丹北农服中心副主任陈廷刚

的热情鼓励，让牟士江多了份甩
开膀子调结构的信心。

“我投身粮食规模化经营以
来，农服中心人员隔三岔五就过
来指导。济德村干部也很支持，
这次为鼓励我发展绿色农业，他
们多方协调，把我承包地周围的
村民自留地也流转给我，用以田
埂四周架设围栏防护设施。今
年，我要在 200亩稻鸭共作和 60
亩稻田小龙虾的试点上，争取闯
出一条特色农业的绿色增效路
子来。”据牟士江介绍，前两年他
申请的“丹旺”稻米商标，已逐渐
打响品牌。去年收获的稻谷，大
部分加工成稻米上市销售，其
中，南粳5055优质稻米每斤卖到
3元。

“今年尝试成功后，明年在
稻田绿色综合种养方面我还要
继续扩大规模。”牟士江表示，今
年夏种，农场的 500多亩优质稻
米还将积极申请无公害标志，通
过推进优质绿色精米加工和改
进包装设计，打响“丹旺”稻米品
牌，延长产业链条。

稻田综合种养，探索农业增效新路
——看丹北一家庭农场如何围绕夏种调结构
本报记者 蒋须俊 通讯员 丹北宣

———践行—践行““四力四力””好新闻赛好新闻赛

进村入户
宣传秸秆禁烧

当前已进入夏收期，为防
止农户焚烧秸秆，连日来，云
阳街道、陵口镇等组建的秸秆
禁烧督查小组，全面开展秸秆
禁烧宣传和昼夜巡查，深入田
头、进村入户宣传秸秆禁烧政
策，增强群众的环保意识和法
律意识，共同打造宜居环境。
图为云阳街道督查组执法人
员在双合村田头宣传秸秆禁
烧政策。

（记者 萧也平 茅猛科

通讯员 虞庆如 唐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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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万元！
我市彩友中7位数大奖

6月7日晚，江苏体彩7位数
第 19087 期 开 出 中 奖 号 码
“9361213”，当期全省共中出6
注特等奖，位于我市访仙金昌集
团东侧的3211011520体彩网点
喜摘其中5注，总奖金高达2500
万元，这是2019年我市体彩中
出的首个千万级大奖。

美多所高校表示
欢迎中国学生和学者

跨境色情网络直播
缘何形成“产业链”

组建团队在境外搭建非法
App直播平台，通过远程操控、层
级化运作，组织网络主播从事色
情直播表演，短短5个月就吸引
了90余万名网民注册会员付费
观看，非法牟利上千万元。近日，
湖北麻城警方摧毁一个以网游公
司为幌子、跨境实施色情网络直
播的犯罪团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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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台北6月9日电 台湾
经济主管部门日前发布最新统
计，闻名遐迩的日月潭大陆游客
锐减，2018年仅有 83万人次，比
2014年的225万人次减少近三分
之二。

水利署统计 2014-2018年全
台湾主要 10座观光水库园区游
客人次，2018 年总参观游客约
920 万人次，比起 2014 年的约
1096万人次，减少了 170多万人
次，减幅达 16%，也是连续 3年总

入园人数低于千万人次。
此间媒体用“荣景不再”来形

容其中拖累最大的位于南投县的
日月潭水库园区。2018 年日月
潭入园人数为336万人次，比5年
前的 505 万人次，减少 169 万人
次，减幅33%。

水利署副署长王艺峰分析：
日月潭对大陆游客是有相当吸引
力的名胜。近年受到两岸关系影
响，大陆游客减少是日月潭游客
减少的主要原因。

新华社北京6月9日电 针对
宁波特壹食品有限公司、青岛金大
洋乳业有限公司宣称生产的“配方
粉”能解决婴幼儿过敏等问题，国
家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违法违
规行为通报，要求属地市场监管部
门速查严处。目前依法查扣了相
关配方粉产品、包装材料，责令企
业停止生产并召回产品。

据调查，宁波特壹食品有限公
司和青岛金大洋乳业有限公司未
取得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注册
和生产许可。根据食品安全法、广
告法等法律法规，宁波市市场监管
局杭州湾分局和青岛市黄岛区市

场监管局分别对上述两家企业做
出查处，出具责令改正通知书，责
令企业立即停止发布涉嫌虚假宣
传的信息，停产整改并立即召回相
关产品，并依法立案调查。

据介绍，针对企业名称中含有
“生物”“医药”“科技”“保健”“高新
技术”等字样的，获得饮料、糖果制
品、代用茶、其他食品等生产许可
的，产品易误导消费者与特殊医学
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食品、
保健食品等混淆的普通食品生产
企业，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将督促相
关省份市场监管部门进一步加强
监督管理。

“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
宣

新华社合肥6月9日电 记者
日前从安徽省合肥市公安局了解
到，当地长丰县警方打掉一地跨安
徽、江苏、湖北三省的网络赌博团
伙，在17个窝点内现场抓获违法
犯罪嫌疑人78名，涉案赌资高达
1.28亿元。

2018年10月下旬，合肥市公
安局治安支队接到一群众报警，称
其弟弟沉迷一款名为“魔域”的网
络游戏，在其中赌博输了30万元。

民警介入调查发现，这是一个
利用网络游戏进行赌博的新型犯
罪团伙，其以合肥长丰籍张某为
首，涉及安徽长丰、芜湖、江苏宿

迁、湖北赤壁等多地17处犯罪窝
点。3月1日中午，警方抽调200余
名警力多地统一收网，抓获违法犯
罪嫌疑人78名。

据介绍，该团伙以游戏为载
体，利用游戏内的“打怪兽”“合成
装备”“猜坐标”等游戏环节进行网
络赌博，使用直播软件招揽赌客下
注，赌资通过网络第三方平台进行
转账，涉案赌资高达1.28亿元。为
了掩饰赌博收入来源，该团伙还在
长丰、芜湖两个主要窝点外开设火
锅店佯装经营。

截至目前，该案已依法刑事拘
留46人，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配方粉”能治婴幼儿过敏？
市场监管总局：停产召回

你以为是网游其实是赌博
安徽警方破获一网游赌博案涉案赌资达1.28亿元

新华社北京6月9日电 记者
9日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端
午假日期间，全国国内旅游接待
总人数 9597.8万人次，同比增长
7.7%；实现旅游收入 393.3亿元，
同比增长 8.6%。全国未发生重
特大涉旅安全事故和投诉案件。

据悉，端午假期第二天是我

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广东、福
建、江苏、江西、湖北、湖南、贵州、
河南等地通过举办赛龙舟、包粽
子、着汉服、诵《离骚》、祭屈原、挂
艾草菖蒲、点雄黄酒、画额、佩香
囊等活动，展示端午传统习俗。
各地还举办了非遗展演、端午民
俗体验、听八音、看山歌、跳竹竿

舞等活动，吸引了大量游客。
端午假期，各地还推出众多

旅游惠民活动。北京、天津等地
举办了 15 场“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城市活动，颐和园、圆明园、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等场馆当
天免票。黑龙江省大部分A级旅
游景区实行门票减免打折等优惠

活动。贵州省对来黔旅游的外省
游客实行收费旅游景区门票五折
优惠以及高速公路五折通行优惠。

文化和旅游部统计数据显
示，受入夏以来持续高温天气影
响，今年端午期间到海滨城市避
暑玩水的需求大幅上涨，乐园戏
水、山间漂流成游客最爱，端午假

期参与避暑郊游的游客占比达
36.6%。海洋馆、水上乐园、主题
公园、龙舟比赛等涉水项目广受
欢迎。受假期时间约束，“三小
时”中短途出行成为游客首选，周
边游、自驾游、高铁游成出行主
流，70%的游客出游半径不超过
300公里。

6月 9日下午，山东银保监
局相关工作人员称，他们已留意
到网上关于济南农商银行员工
彭博的相关举报内容，山东银保
监局此前也曾收到过彭博通过
信访渠道对济南农商行的举报，
已经在规定时间内依法向其作
了回复。

近日，济南农商银行员工彭
博通过网上公开渠道实名举报
济南农商银行的诸多乱象，后获
济南农商银行作出回应。

6月 8日，个人微信公众号
“副监事晓彭”发布题为《实名举
报山东厅级干部生活淫乱，银行
资产损失近 30亿元》的网络文
章，直指济南农商银行存在的诸
多乱象。

6月9日，济南农商银行官方
微信发布消息回应称，“6月8日，
我行员工彭博在个人微信公众
号发布不实信息，文中化名晓
彭。彭博，女，1970年4月出生，
全日制高中学历。2011年11月
自愿调入原润丰农合行，任职监
事长；2015年11月，彭博任职我
行副监事长（享受副行级薪酬待

遇，非领导班子成员）。以上任职
程序合规合法。”

济南农商银行官方微信消
息称，“因彭博想要谋取更高的职
位，组织没有同意。为此，彭博以
书面形式不断向国家和省信访
局、省纪委等有关部门信访，省联
社、济南农商银行对其反映的问
题和诉求，逐一讲明政策，逐一明
确回复，但彭博拒不服从组织安
排和善意劝解。今年以来，彭博
先后6次向国家信访局信访，国
家信访局根据《信访条例》规定，
均作存档处理，不再逐级转交
办。”

济南农商银行官方微信消
息还称，“为达到个人目的，自5
月24日起，彭博陆续通过个别网
站以及个人微信公众号发布信
息，捏造事实，对有关人员进行诽
谤、恶意中伤，严重损害了我行形
象，严重侵害了有关人员名誉。
对此，相关受害人已经报案，目前
司法部门已经受理。”

紧接着，针对济南农商银行
作出的回应，个人微信公众号“副
监事晓彭”再度“回怼”济南农商

银行。
6月 9日中午，微信公众号

“副监事晓彭”称，“济南农商行并
没有正面回应我举报的所有问
题，包括隐瞒30亿大案的问题，
包括领导情妇火速升迁问题、包
括领导为妻子改档案问题、包括
违规突击提拔干部问题、包括给
空壳公司贷款百亿并吃回扣的
问题。”

微信公众号“副监事晓彭”
还回应道，“济南农商行回应文章
有三个要素：第一，我是高中学
历。第二，我曾经向信访局多次
举报文章内容。第三，我所有举
报内容均为虚假。可是，学信网
难道查不到我的学历吗？我是
否曾经去信访局举报过此事，难
道查不到吗？信访局的来函在
哪里？”

对于微信公众号的上述内
容，彭博 6月 9日下午解释说，
她并未向任何一级信访局举
报，也没有收到过信访局的来
函，只是曾向多级纪委、多级党
委组织部、山东银保监局等部
门举报过。（综合）

端午假期国内游接待总人数近亿人次

暴雨致江西暴雨致江西9191..77万人受灾万人受灾

6月8日，无人机航拍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石山乡上居村、洲下村，农田受淹、道路中断。据江西省
应急厅报告，6月6日以来，赣东北、赣中等地出现强降雨，局地特大暴雨，部分河流发生超警戒洪水，引
发严重洪涝灾害。截至6月9日11时，灾害共造成吉安、上饶、鹰潭等9市45个县市区91.7万人受灾，因
灾死亡6人，失踪1人，紧急转移安置和需紧急生活救助13.3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77.4千公顷，绝收面
积7.3千公顷，倒塌房屋118户290间，严重损坏房屋97户183间，一般损坏房屋1100户2117间，直接经
济损失15.9亿元。

日月潭大陆游客锐减

女子实名举报济南农商行资产损失近30亿元
山东银保监局：曾收到过彭博对济南农商行的举报，已依法回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