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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正是鱼虾肥美的好时
节，但在长江丹阳段水域内，
江水奔流拍岸，渔船却不见踪
影。原来从去年开始，我市便
大力响应省市禁捕要求，今年
更是施行全面禁捕，奏响了守
护一江碧水、恢复渔业资源的
序曲。

“今年是长江全面禁捕第
一年，我市的长江岸线长达
13.88公里，这对我们来说，是
不小的考验，需要 24小时不间
断巡查，做好政策法规宣传，
打击非法捕捞行为。”长江禁捕
工作专班高级工程师刘建华告
诉记者，为开好头、起好步、
禁得住、管得好，我市长江禁
捕实行“网格化”“装备化”

“常态化”“责任化”管理，全
力推进长江“十年禁渔”工作。

“网格化”落实专人专职
抓好长江十年禁渔，是一

份必须答好的民生考卷。按照

省市禁捕要求，我市出台了
《长江丹阳段禁捕水域网格化管
理实施方案》，建立了县、乡、
村“三级网格”监管体系。一
张职责清晰、任务明确的禁渔
大网已然铺开。目前，全市沿
江2个镇、6个行政村已全面开
展本区域长江水域、通江河道
日常巡查工作，对在禁捕水域
发现的“三无”船舶、违禁渔
网具等及时报告并清理，对发
现的非法捕捞、垂钓等行为及
时报告或处置，不能解决的问
题将及时向上级网格单元或相
关部门（单位）报告。

“装备化”提升技防水平
为提升禁捕管理效能，强

化技防设施，填补和增强人防
的弱势、短板，我市在长江江
堤安装了 60个摄像头，购置 2
台无人机，对重点水域、重点
时段实行全天候监控，视频监
控信息县乡共享，通过监控实

现远程管理，让非法捕捞和长
江垂钓者无处藏身。有了“人
防+技防”的双重防护，我市
已形成了从水域到市场到餐桌
的全链条监管机制。

“常态化”完善长效机制
多点设立执勤点、“15 分

钟内”现场处置机制、长江禁
渔永久性标识标牌……今年以
来，市农业农村局不仅确保禁
渔宣传常态化和长江巡护常态
化，还会同公安局、市场监督
管理局等部门，强化联动机
制，开展长江流域禁捕工作执
法整治，建立渔政、公安执法
联动“15分钟内”现场处置机
制。截至 10月 7日，全市共计
出动执法人员 391人次、协助
巡护人员 557人次，对长江流
域重点水域、通江支流开展全
方位执法巡查。同时，全市检
查餐饮酒店 180家次、水产经
营户 80家次、渔具店 52家次，

形成水上巡、陆上管、市场查
的长江禁捕全覆盖执法局面。

“责任化”强化监督考核
如何让“禁渔令”落地有

声？对此，我市将长江禁捕工
作纳入高质量考核和河长制考
核体系，压实长江禁捕主体责
任，并出台《丹阳市长江流域
禁 捕 网 格 化 管 理 细 则 （试
行）》，明确工作职责，细化工
作要求，强化工作考核。沿江
镇村与码头、企业签订长江禁
捕责任状；加强网格员技能培
训和绩效管理，严格长江渔政
执法管理；对长江禁捕工作不
负责、措施落实不到位的予以
通报批评和责任追究。

站在江堤上，望着茫茫江
水，刘建华说，不要多久，长
江丹阳段水域将再现鱼翔浅
底、万类霜天竞自由的美丽画
卷。

值班：汤鹄 周德传

打好长江禁捕“持久战”奏响一江春水守护序曲
本报记者 郡玉

本报讯（记者 云莹）又是
一年重阳节。昨日上午，我市组
织市四套班子离退休领导开展
视察活动，走进重点园区、重大
项目建设现场，听介绍、观进展、
验成果，实地感受丹阳“跑起来”
的节奏与成效，以这样的方式欢
度佳节、畅叙情谊，为建设“智造
名城、运河明珠”建言献策。市
领导赵志强、石捷陪同视察。

在高新技术创新园，老干部
一行参观了科技创新一站式服
务中心、科技成果展示馆，听取
了我市“十三五”期间科技创新
成果及“十四五”人才新政、科技
新政相关介绍。位于高新区的
高新技术创新园总规划面积达
30 万平方米，致力于打造成为

我市重要的创客孵化总部、产业
创新公共服务载体。园区目前
累计孵化 160余家科技创业公
司，涉及新材料、智能制造、轨道
交通、检验检测、医疗器械等产
业领域，累计实现开票销售10.3
亿元，亩均纳税超10万元，带动
就业 2000余人。当看到用列表
展示的百余项“卡脖子”技术成
果，老干部们纷纷为我市科技发
展取得的亮眼成绩点赞，并希望
我市继续加大科技投入，推动创
新链与产业链双向融合，牢牢把
握发展主动权。

在江苏省丹阳现代农业产
业示范园，老干部一行走进谷田
家庭农场和隆方生态园，查看高
档瓜果种植和绿色生态甲鱼养

殖项目。火龙果、猕猴桃、石榴、
冬枣等地产瓜果品种丰富、清甜
适口，柿子番茄、红美人柑橘、新
品车厘子等长势喜人；以牛肉喂
养的生态甲鱼个个好动有劲、个
大体壮，市场价高但仍供不应求
……老干部们边听介绍边参观，
还兴致盎然地拿出手机拍照，留
存丰收景象。建于2009年10月
的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园主导产
业为优质粮油和生态园艺，其
中，粮食种植6.6万亩，占示范园
耕地总面积的70%；生态园艺产
业 2.9万亩。近年来，在加快推
进现代农业示范园建设的同时，
我市将农业产业发展与精准扶
贫项目有机融合，探索扶贫新模
式，做到全面小康路上一户不

落。
位于开发区生命科学产业

园内的国药智能康复医疗器械
基地项目建设正酣。该项目总
投资约 75亿元，总占地面积约
1840 亩。其中，一期占地 1086
亩，主要建设医药物流仓储基
地、生物医药基地、医疗器械基
地等，现已全面开工建设；二期
占地 754亩，主要建设高端康复
医疗器械基地、特医食品生产基
地、创新研发基地等。项目全部
建成后，将新增就业岗位 10000
个，年均税收超6亿元。国药项
目的大体量、强投入、高效率令
老干部们赞叹，并期望该项目早
日建成投产，给丹阳经济社会发
展注入新的活力。

实地感受丹阳“跑起来”的节奏
市四套班子离退休领导重阳节前一线看发展

今日视点

通勤班车涉水倾覆
事故致14人死亡

记者13日从河北省平山县
通勤班车涉水倾覆事故现场救援
指挥部获悉，经全力搜救，事故最
后1名失联者于12日下午打捞
出水，不幸已无生命体征。至此，
涉事车载 51人中有 37人平安
（含肇事司机1人，已被依法控
制），14人溺水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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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云到阴有时有阵
雨，偏北风 3~4 级，22℃~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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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阳节前，市银梦艺术
团合唱队、怡韵沙龙合唱团
及群星艺术团等团体的银龄
志愿者走进敬老院和老人们
欢聚一堂，歌唱祖国，欢度
重阳，用精彩的演出展现老
年人风采，展示城市文明风
貌。图为志愿者在云阳街道
横塘敬老院演唱 《没有共产
党就没有新中国》。

（记者 萧也平 摄）

欢度重阳
歌唱祖国

我们的节日

重阳节重阳节重阳节

莫道桑榆晚
为霞尚满天

截至目前，我市60周岁以上
户籍人口约22.5万人，占总户籍
人口约28.2%。近年来，我市通
过加大居家养老服务补贴力度、
建立高龄老人尊老金制度、增加
养老保障渠道等，不断满足老年
人日益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全
市老龄事业得到持续发展，老年
人幸福指数大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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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打卡”万步
小心关节更受伤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院长、骨
科专家雷光华教授建议，秋冬季
节，老年人要避免过量运动导致
关节损伤；如果关节已经受伤，就
一定要停止运动，不要陷入“受伤
也要坚持锻炼”的误区。老年人
可以选择骑自行车、健身操、太极
拳等运动，每天最好不要超过
6000步，以免发生膝关节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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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依然汹涌
黄河秋汛罕见

9天内发生3次编号洪水，小
浪底水库水位屡创新高，下游部
分河段洪水频频超警，今年的黄
河秋汛非同一般。目前，黄河大
流量过程仍在持续，防御形势依
然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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