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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米之乡，水韵江苏。
作为物阜民丰、美丽宜居的水乡，江苏

一直是很多人心目中的“诗与远方”。新中
国成立70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肩负

“两个率先”重大使命和“为全国发展探路”
重任的江苏，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的重要指
示精神，把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建设“强
富美高”新江苏、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和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的重要内容和重要
标杆，走出了一条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相辅
相成、相得益彰的路子。

生态环境更宜居

2018年，全省PM_2.5浓度为48微克/
立方米，与实施“大气十条”的2013年相比
下降 34.2%，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为
68%，提高7.7个百分点；104个国考断面优
Ⅲ比例为69.2%，与实施“水十条”的2014
年相比提高7.7个百分点，劣Ⅴ比例为1%，
下降2.8个百分点。太湖治理连续11年实
现“两个确保”，长江干流总体水质为优，南

水北调江苏段15个断面水质均符合Ⅲ类。
累计建成国家生态市县63个、国家生态文
明建设示范市县9个，数量居全国前列。南
京长江段江豚戏水、太湖桃花水母重现、连
云港灌河口伪虎鲸群回归，成为江苏生态环
境质量改善的生动注脚。

治污减排更有力

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污染减排任务，
大型燃煤机组超低排放改造和燃煤小锅炉
整治实现“全覆盖”，累计淘汰黄标车、老旧
机动车约140万辆，车用汽柴油全部升级
到国六标准。扎实推进长江、太湖等重点
流域治理，建立覆盖国省考断面的“断面长
制”，完成县级以上饮用水源地环境问题整
治。以中央环保督察整改为契机，开展

“263”专项行动，解决了一大批突出环境问
题。规划建设生态环境监测监控系统、环
境基础设施、生态环境标准体系等环境基
础性工程，累计建成211个大气自动监测
站、641个水质自动监测站，城市空气质量
预报能力提前至7天，危废处置能力提升到

162.67万吨/年。

执法监管更严格

自1993年《江苏省环境保护条例》颁布
实施以来，全省环保法规体系不断健全。仅
党的十八大以来，就制定修改9部环保法
规。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打击环境违法犯
罪，建立环境司法联动机制和“2+N”重大环
境案件联合调查处理机制，2018年，查处环
境违法案件 1.9 万件，侦办环境犯罪案件
537件，抓获犯罪嫌疑人1575人。提升执法
规范化精准化水平，出台“543”工作法和现
场执法“八步法”，在全国率先全面使用移动
执法系统，执法数据实时上传，有效避免人
为干扰。建立环保信任保护原则，强化“环
保干好干坏不一样”的鲜明导向，对1118家
环保信用好、治污水平高的企业实施了环保
应急管控停限产豁免。

制度改革更深入

江苏的环保改革一直走在全国前列，
被生态环境部确定为全国唯一的生态环

保制度综合改革试点省份。率先划定省
级生态保护红线，配套出台监管考核和生
态补偿办法，省财政累计安排补偿资金
110亿元；率先开展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
易，发挥市场机制有效调配环境资源；率
先推行水环境资源“双向”补偿，运用经济
杠杆激发各地治污动力；率先实施企业环
保信用评价，配套实施差别水价电价政
策，这一做法已在全国推广；率先启动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2018年以来，
损害赔偿金累计 4.4 亿元，居全国第一。
出台生态环保工作责任规定和生态环境
损害责任追究办法，建立省级环保督察机
制，压紧压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设
立总规模800亿元的生态环保发展基金，
出台绿色金融“33 条”，在全国率先推出

“环保贷”，有效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
题。今年3月，省政府和生态环境部签署
共建“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试点省”合作协议，积极探索形成更多
可复制、可推广的成功经验。

本报通讯员 苏环轩 记者 赵叶舟

守护绿水青山 推动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

江苏生态文明建设走出了新路

本报讯（记者 鲍晶）今年国庆黄
金周期间，江苏各地挖掘当地特色资
源，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红色旅游、文
博院馆游、乡村旅游、房车露营等持续
火爆，一批各具特色的新业态、新产品、
新项目百花齐放，旅游服务保障层层升
级，吸引游客纷至沓来。适逢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周年，假日期间，全省各
地的红色景区、红色展馆涌入大批游
客，红色旅游成为热点。

国庆期间，位于泰州市高港区白马
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诞生地纪念
馆内日日人头攒动，每天的参观人数超
过6000人次；淮安参观周恩来纪念馆
的游客络绎不绝，一幅幅照片、一件件
实物让游客们更深入了解周恩来总理

波澜壮阔的一生；一场《初心之光——
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入党的雨花英烈》
主题展览和恽代英专题图片展在雨花
台烈士陵园纪念馆举办，详细介绍了雨
花英烈的生平事迹；南京抗日航空烈士
纪念馆举办建馆十周年文史资料专题
展，回忆录资料、手书家信、荣誉勋章等
196件珍贵文史资料,带你回顾那段峥
嵘岁月；镇江句容的新四军纪念馆内展
出2000多件老物件以及历史资料,真
实反映了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
据地的光辉历程……

携程数据显示，徐州、南京入选“十
一”假期人气前十的红色旅游城市，淮
海战役纪念馆等跻身红色旅游十大热
门景区。飞猪数据显示，国庆前三天，

作为红色经典旅游目的地的徐州，酒店
预订同比增长超过300%。

国庆期间，涌动一阵“红色观影
潮”，国庆献礼影片《我和我的祖国》《中
国机长》《攀登者》成为票房 top3 影
片。淘票票数据显示,10月 1日至 3
日，苏州入选全国票房top10城市，徐
州跻身全国票房增长幅度top10城市。

业内人士指出，这两年，红色旅游
愈发深入人心。如今热门红色旅游
线路中,自然资源与历史、民俗、教
育、拓展等结合紧密，VR、AR等科技
手段运用以及互动体验性较强的文
创环节等不仅升级了游客体验，也聚
集起人气，其中国庆黄金周出现红色
旅游的最高峰。

乐享国庆黄金周 红色旅游成热点

本报讯（通讯员 宁公宣 记者 万
森）我省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成果
展、文艺演出、无人机表演、焰火表演、
南京全市70个示范点同升国旗同唱国
歌、南京森林音乐狂欢节……今年的国
庆与往年格外不同，为了庆祝新中国
70华诞，9月30日起，一连串庆祝活动
在石城陆续上演，为国庆 70 周年献
礼。同时，新街口商贸区、夫子庙、中山
陵、总统府等景区也迎来大客流。昨
日，南京市公安局发布通告称，国庆期
间，南京全市社会治安秩序良好。

据了解，举国欢庆新中国成立七十
周年，南京市出城返程车流高峰达658
万辆次、假期全市精彩活动不断、热门
景点客流高峰，中山陵、玄武湖夫子庙、
总统府等景点共计迎来游客167.4万人
次。为应对节日期间交通大客流情况，

南京交警重点针对高速公路、城市快速
路、主干道路和景区景点周边道路，强
化指挥疏导和排堵保畅工作措施，圆满
完成各项交通管理任务。

国庆阅兵点燃了人们的爱国热
情，节日期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
难同胞纪念馆游客陡增，7天客流量接
近60万人，10月3日更是达到了创纪
录的13.4万人。今年国庆期间，作为
全国唯一的开放式5A级景区的夫子
庙景区在10月1日提前迎来了人流高
峰，当日夫子庙和老门东人流量达到
40万人/次。

针对景区人流激增可能带来的各
类问题，南京警方通过每日制作景区安
保研判报告的方式，对全区4个主要景
点安全风险实行“红、橙、黄、蓝、绿”分
色预警，警方还通过在各大景区利用无

人机、热力图等方式进行动态人流监测
预警，实时调配各点位警力，合理安排
轮换休息，保障景区安保实时不出错、
科学用警。总统府景区游客众多，警方
在景区门前配置了瞭望台、高音喇叭等
设备进行人流疏导，并开放总统府边
门，对团队客流进行分流疏导，保证客
流在可控的同时，百姓能够更快、更便
捷、更高效地参观游览。

10月1日晚，持续20分钟的焰火
表演将在玄武湖公园举行的庆祝新中
国成立 70 周年联欢活动推向高潮。
面对全天76万客流、高峰时段36万客
流的巨大挑战，南京警方出动5300余
名警力，通过实施安检、分流引导、交
通管控等多项安保措施，有效确保了
活动的平安有序，交出了一份满意的
答卷。

长三角铁路国庆黄金周客发量创新高
本报讯（鲍晶）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

集团有限公司获悉，9月28日至10月7日，长
三角铁路国庆黄金周运输期间发送旅客首次
突破2600万人次，达到2684.4万，占全国铁
路旅客发送量20%；同比增加178.3万，同比
增长7.1%，日均发送旅客268.4万。其中10
月1日发送旅客326万，创历年国庆黄金周单
日发送量新高。

受国庆假期全国旅游市场火热、区域一
体化进程发展加快、高铁公交化开行带来的
出行便捷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长三角铁路客
流呈现出高度集中、高位运行的态势。自9
月28日国庆黄金周运输启动以来10天内，
长三角铁路发送直通旅客560.6万，同比增长
6.9%；发送管内旅客 2123.7 万，同比增长
7.2%；日发送旅客超过270万的达6天，超过
280万的达4天；客流同比增长幅度最大的为
10月5日，当天发送旅客269万，同比增加
24.2万，同比增长10%。

为满足旅客出行需要，国庆黄金周运输
10天以来，长三角铁路共增开旅客列车2195
列（其中动车组列车1844列），动车组重联运
行2335列，加挂车辆1308辆，列车开行方案
更科学、开行数量更充沛，客运服务供给的品
质和效率得到进一步提升。

铁路候补购票服务自今年5月全面上线
以来，在一定程序上缓解了买票难的问题。
国庆期间，长三角铁路候补购票服务成功兑
现车票150.7万张，兑现率达62.4%。

公众假期错峰出行意识增强
全省高速流量增长未见明显拥堵

本报讯（苏交执法 鲍晶）根据江苏省交
通综合执法局高速公路网监测数据，国庆假
期7天，全省高速公路出口总流量达2350万
辆，比去年同期增长约3.4%，为近年来增速
最低的一个国庆长假。

长假期间，全省高速车流量分布更加均
衡，公众错峰出行意识明显增强。从9月30
日14时起，高速公路流量明显增长，流量上升
时间较往年明显提前，“十一”当天全省高速公
路车流量首现下降，出行最高峰日为10月3
日。从通行秩序上看，拥堵状况有明显好转。
流量同比虽有所增长，但整个假期高峰时段全
省平均缓行里程仅为71公里，较往年大幅下
降。国庆期间，南京二桥、江阴大桥、苏通大桥
及崇启大桥对部分货车实施限时错峰出行政
策，南京二桥、江阴大桥、苏通大桥作为公众首
选过江通道，日均流量分别为12.26万辆、
14.49 万辆和 13.10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4.98%、0.78%和1.79%，江阴大桥、苏通大桥为
了缓解过江拥堵采取启用应急车道辅助通行方
式，桥区通行速度和通行能力均有一定提升。

扬州举办“爱在运河”主题婚礼
本报讯（王槐艾）日前，扬州举行运河文

化嘉年华特别活动——“爱在运河”主题婚
礼，70对新人以及70对与共和国同龄的老
夫妻共同参与这一汉式传统主题婚礼并发表
了《爱在运河》的宣言。

“爱在运河”婚礼由扬州市人民政府主
办，旨在传承生生不息、沟通包容的运河精
神，让年轻夫妇从老年夫妻身上学习到夫妻
间相处的诀窍，学习到家庭生活和谐美满的
秘诀，让幸福像运河之水一样绵绵不绝、奔腾
不息，让幸福代际相传、永续传承。在婚礼现
场，70对新人在司礼官的口令下，依次进行
了沃盥礼、三拜礼、合卺礼、结发礼、签合婚庚
帖等具有传统文化寓意的汉式礼仪。

本报讯（记者 鲍晶）近日，江苏省
教育厅发出了关于公布2019年第二批
面向社会人员开展全日制学历教育高
职院校和专业名单的通知，80所试点
高职院校的357个试点专业，将正式面
向社会人员进行全日制学历教育招生。

本次招生，考生报名采用先在网上
报名，然后到所报考高职院校进行现场
确认的方式进行（学前教育专业除外）。
网上报名由省教育厅统一组织，时间为
10月8-14日（每天8：00-20：00），报
名网址为https：//szbm.njcit.cn，考生
使用手机号码注册，在填写必要的个人
信息后，可自主选择一所院校报名，并且
选择该校的第一志愿专业和服从志愿

专业各一个。鼓励社会人员根据自身
实际情况，就近报考就读高职院校。

学前教育专业考生采用现场报名
的方式，报名时间为10月 13-14日。
考生报名审核通过后，由各设区市教育
局出具符合报考条件的证明，该证明在
现场确认时提交给招生院校。现场确
认工作由招生院校自行组织，时间安排
为10月15-20日之间。网上报名及现
场确认一律不得收取任何费用。

具体的考试时间将安排在10月31
日前，考试形式为“综合素质评价+职
业适应性测试”，具体内容由招生院校
自主决定。对取得相关职业技能等级
证书的考生，报考相关专业可免予职业

适应性测试。各校考试的具体要求须
在招生章程中详细说明。体检时间安
排在11月10日前。

招生院校将按照考生考试成绩、体
检结果等因素综合评价，于11月20日
前择优确定录取名单并予以公布。录
取考生的详细信息，于11月30日前报
省教育考试院备案。本次面向社会人
员招生录取的新生将于12月10日前
到校报到，学校开展教学时间统一于
2020年春季开始。此外，经省退役军
人事务厅同意，第二批面向社会人员招
生的高职院校均可参与面向退役军人
招生培养工作，但不得招收今年已经被
省内高职院校录取的学生。

本报讯 (通讯员 代春燕 蒋玲 记者 万森)“低保”
残疾人缘何变成公司老板，又怎么找回自己的身份
呢？记者昨日从南京高淳区司法局了解到一起公证帮
助残疾人恢复身份的真实故事。

家住高淳区东坝街道的王师傅是一名残疾人，靠
给别人打零工为生。前段时间，村委会工作人员通知
王师傅，按照国家规定，他的情况可以申请低保，需要
他去办理相关手续。可没想到，王师傅欢欢喜喜的来
到社保中心，却听到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

“您在浙江省温州市注册了一家公司，是一家公司
的老板，所以不能申请低保”，社保中心的工作人员告
诉王师傅，现在申请低保都需要查询申请人的相关信
息，根据系统查询的结果，王师傅名下有家公司，所以
不符合申请低保条件。王师傅一听觉得不可思议，自
己从没有去注册公司，名下怎会有公司。工作人员提
醒王师傅会不会是有亲戚朋友借了王师傅的身份证去
注册了公司。王师傅细细想来，很有可能是自己前几
年去南京市打工，丢过一次身份证，或许是有人捡拾了
他的身份证并申请注册办公司。想到这里，难道是有
人盗取了他的身份证去办公司？想到这里，王师傅立
马掏出手机报了警，民警了解情况后便展开调查，并联
系温州市的工商登记部门，找到了相关工作人员。但
是，麻烦事又来了，工商登记部门的工作人员联系王师
傅，请他过去，协助他们调查相关事实，以便撤销工商
登记，可王师傅腿脚不便，这两年更是不能出远门，王
师傅急了，难道他以后都只能是一个“老板”？

就在王师傅一筹莫展的时候，这天王师傅在电视
上看到高淳区非诉讼服务中心的宣传片，抱着试试看
的心态来到了高淳区非诉讼服务中心，寻求法律帮
助。该中心的律师接待了王师傅，认真听取了他的诉
求，并建议他以公证的形式，作出声明，表示注册公司
非本人行为。随后，中心的公证员立即为他联系了温
州市工商登记的工作人员，与他们反复沟通，结合王师
傅的身体情况，工商登记的工作人员最终同意了公证
员的意见。为了贯彻“只跑一趟”的服务宗旨，公证员
加班加点，通过审核王师傅的身份证明，报警记录，当
场为王师傅出具了公证书。

一个月后，王师傅低保证办好了，他专门打电话给
非诉讼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感谢他们专业、热忱、耐
心的服务，为自己恢复了“身份”！

本报讯（记者 徐嵋 通讯员 刘敏 程守勤）“术后
半年多了，以前一直居高不下的血糖，现在控制得很稳
定，降糖药吃得越来越少了，感谢中大医院介入专家新
方法解决了我的降糖难题。”10月8日，前来东南大学
附属中大医院复查的顽固性糖尿病患者小张（化姓）开
心地说。记者在现场了解到，中大医院介入与血管外
科专家团队另辟蹊径，采用介入微创手术方式，施行六
位电极血管内去交感神经术，麻痹神经降血糖，解决了
这位山东小伙糖尿病难以控制之忧。

小张今年 28岁，来自山东，是个年轻的“老糖
友”。5年前，小张体检时无意发现糖尿病，血糖一度
飙到16毫摩尔每升，胰岛素及各种降糖药统统用上，
药物剂量也用到最大，顽固的血糖却“纹丝不动”。小
张想要放弃规范化治疗，却发现尿蛋白飙升亮红灯，提
示糖尿病已经波及到肾脏。还这么年轻，难道就这样
被糖尿病困住？今年2月，小张慕名来到中大医院介
入与血管外科，希望能解决这一难题。

著名介入医学专家、中大医院院长滕皋军教授团
队根据小张的情况，为其订制了周密的手术方案，决定
运用新“武器”，施行血管内去神经术，射频消融“麻痹”
腹腔动脉周围的交感神经，让活跃的交感神经进入“休
眠期”，从而起到降低血糖的效果。“术后第二天，顽固
的空腹血糖就被征服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会有这么好
的效果！”小张兴奋地告诉记者。据了解，小张已跟胰
岛素说拜拜，目前只需服用少量的二甲双胍，血糖基本
处于正常水平。

滕皋军教授介绍，中大医院探索采用血管内去
交感神经术治疗糖尿病这项技术始于5年多前，顺
利完成了动物试验、安全性研究。2年前经过医院
伦理委员会审核通过，进入临床试验阶段，目前看
来，不仅安全性有保障，在临床试验中也取得了较好
疗效。

江苏省医学会糖尿病分会前任主任委员、著名糖
尿病学专家孙子林教授介绍，目前中国糖尿病的发病
形势严峻，大约有1.5亿人患有糖尿病。血管内去交感
神经术治疗糖尿病的临床研究，给顽固性糖尿病患者
带来希望，为糖尿病治疗增添了新的选择。根据目前
的研究，糖尿病患病史少于10年、年龄在18到75岁之
间罹患顽固型2型糖尿病、合并代谢综合征、多种药物
控制不佳的糖尿病患者，可以尝试这种介入微创方法
治疗。

斯泰潘（南京）化学有限公司
6000吨/年聚酯多元醇后处理系统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征求意见稿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
态环境部令第4号，2019年1月1日施行），
现对《斯泰潘（南京）化学有限公司6000吨/
年聚酯多元醇后处理系统项目》向社会公众
公开征求与该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联系电话：025-84899087
报告网络链接：http://www.jshbgz.

cn/hpgs/201909/t20190927_436928.html
起止时间：2019年9月27~10月15日

遗失启事
●南京市建邺区拿老铁咖啡店遗失食品

经 营 许 可 证 正 本 ，许 可 证 编 号
JY13201050091146, 声明作废。

●沈琳凯遗失东南大学成贤学院毕业报
到证，证号20141268920159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南京语上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于2019

年8月3日决议解散公司，并于同日成立公司
清算组，请公司债权人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人：
刘健，电话：18012982805。南京语上教育信
息咨询有限公司 2019年8月3日

“低保”残疾人变身公司老板
公证帮助恢复身份

28岁小伙血糖顽固降不了
介入团队另辟蹊径解难题

国庆期间，南京市社会治安秩序良好

江苏高职院校面向社会人员招生

10月7日重阳节，无锡红蚁志愿者和来自无锡外国语学校的学生陪同旺庄敬老院的20多位老人游览惠山古镇，感受
祖国巨变。 盛国平 摄

南化杯新闻摄影季赛南化杯新闻摄影季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