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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天气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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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清——
舟行碧波上，往来心情更舒畅

8月25日中午，苏州吴江区平望
镇，停靠在码头的“江洋568”号正在
等待装货，满满一船钢材将从这里顺
着古老的京杭大运河运往苏北。

船长于润是扬州人，每年有超过
300天的时间都在运河上，只在逢年
过节或者就近装货时才能回家。对他
来说，这艘小货船就是他第二个家。常
年往返于淮安、洪泽、宝应等地，于润
与京杭运河朝夕相处，眼看着运河变
得愈发清澈。

得益于400总吨以下船舶免费安
装污水处理装置的政策，今年6月份，

“江洋568”号船也装上了生活污水处
理装置，至此，船上所有生活污水不再
排放至运河、长江，实现零污染、零排
放。于润说，以前，船上厨房和卫生间
的污水都是直排到河里的，现在统一
经管道储存进了生活污水储存柜，再
转运上岸，操作也方便。每天相伴的水
变清了，大伙也觉得欣慰。

岸绿——
人在景中游，住在运河边更惬意

绿色是大运河的底色，江苏省交
通运输厅与沿河地方政府合作共建，
贯彻生态保护理念，全面推进两岸生
态修复和景观提升建设，“一张蓝图绘
运河”。一年来，不仅是运河上的跑船
人，生活在河边的居民也受益匪浅。

8月21日下午，记者走访至扬州
广陵区文昌大桥下，忽闻一阵悠扬的
萨克斯演奏声。记者循声找到了演奏

者，62岁的扬州市民张春平。退休后，
老张学起了萨克斯，文昌大桥下的这
块废地不久前改造成了桥头公园，他
便每天午后来此泡上5个小时，练完
萨克斯，再到健身步道上走一走。身后
是悠悠运河水，眼前是青青绿草地，“你
看，那边桥下的运动场地，还有不少人
在打乒乓球、羽毛球，这感觉多好，我真
心要给政府点个赞。”老张说道。

顺河而下，几百公里外的苏州，市
民李佳同样感受到了绿色运河的魅
力。在大运河沧浪新城段，原先两岸乱
垦乱种的菜地与违章搭建不见了。今
年5月，随着“花香航道”的建设，河边
栽植上了成片景观植物，“听说这些
花坛呀、字母呀都是3D打印出来的，
原材料居然是建筑废料，真是太神奇
了！”李佳说。

行畅——
智慧大运河，行船到江苏很踏实

苏北运河是京杭大运河全线中等
级最高、运量最大的航段，是全球最繁
忙的内河航道，货运密度居世界内河
第一。面对庞大的航道事务，苏北航务
管理处在全国同行业率先建成“智能
调度系统”，使闸室平均利用由70%
提高到80%以上，相当于在苏北地区
又建了一条年通车量千万吨级的“新
运河”。

在船上跑了25年的秦家宝，从最
基层的驳船员工干起，如今已经是“苏
洪航拖”的负责人。每次行至苏北运河
时，他总会感觉特别踏实。“航道通过
性好，船闸服务周到，手机也能买票，
过闸时间明显减少了。”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副院长
王健每年都要往运河边跑上几十趟，
在他看来，保护、发挥好大运河“运”这
一最基础功能，是对大运河文化最好
的传承。令人期待的是，当前，江苏交
通正引入5G发展“智慧运河”，2021
年上半年将完成施桥、邵伯、淮安智慧
船闸建设。

人和——
信用伴我行，互助共筑文明运河

水上千帆竞渡、百舸争流，岸边生
态护岸、芳草茵茵……京杭运河绿色
现代航运示范区建设，给千年运河发
展注入新的活力，焕发着崭新面貌的
大运河也滋养着现代运河人。

山东人徐化磊自幼随父母漂泊在
水上，兄妹5个都在运河上长大，是个
名副其实的“船二代”。秩序井然的运
河通行环境与不断优化的管理服务，
也让他潜移默化中形成了热心友善的
品格。有一次，上行到解台船闸，在二
号闸待闸间隙，他利用锚机动力，帮助
养护人员抢修损坏的钢包角，不仅得
到了苏北航务处的表扬，还获得了优
先过闸的加分奖励。徐化磊坦言，这样
的小小劳动不但让自己乐在其中，信
用管理的制度，也让运河人更有了责
任感与守法意识。

在淮安船闸，记者还遇上一位来
取快递的船员盛伟。快递柜设在航闸
的办事大厅，盛伟拿出手机扫了扫二
维码，便取出了儿子从老家给她捎来
的日用品。“儿子算好了航行时间，提
前给我寄到船闸来了。现在真是太方
便了。”

这些涉民生新规
9月起施行

即将到来的9月，又一批涉及民生
的新规开始施行。法治如春风化雨，保
障你我生活更加美好。

不得变相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保
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自9月1日
起施行，为进一步保护中小企业合法
权益、优化营商环境提供法治后盾。
条例规定，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
不得要求中小企业接受不合理的付款
期限、方式、条件和违约责任等交易条
件，不得违约拖欠中小企业的货物、工
程、服务款项。

国家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制度 修
订后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自9
月1日起施行。法律明确国家推行生
活垃圾分类制度，确立生活垃圾分类
的原则。统筹城乡，加强农村生活垃
圾污染环境防治。规定地方可以结合
实际制定生活垃圾具体管理办法。

报废机动车回收更便利《报废机
动车回收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于9月1
日起施行。与以往的回收“论斤卖”相
比，细则确认允许将具有循环利用价
值的报废机动车“五大总成”出售给具
有再制造能力的企业，经再制造后予
以再利用。为避免报废车的“五大总
成”在非法拆解环节重新流回市场，细
则明确，回收拆解企业应建立报废机动
车零部件销售台账，如实记录“五大总
成”数量、型号、流向等信息，并录入“全
国汽车流通信息管理应用服务”系统。

八类药品不再纳入基本医保 根
据9月1日起施行的《基本医疗保险用
药管理暂行办法》，八类药品不再纳入
《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

民事诉讼中测谎结果不属于合法
证据 根据最高法9月1日起施行的
关于人民法院民事
诉讼中委托鉴定审
查工作若干问题的
规定，测谎结果不属
于民诉法规定的合
法证据形式。

据新华社

绿色航运示范区建设稳步推进绿色航运示范区建设稳步推进————

水清岸绿水清岸绿，，千年大运河焕发新光彩千年大运河焕发新光彩

一条京杭大运河，纵
穿江苏南北687公里，2
万多艘船舶常年穿行其

间。随着京杭运河绿色现代航运示
范区建设的深入推进，千年大运河
焕发新光彩。走在运河边，行至运
河上，连日来，记者沿运河一路寻
访，听那些运河人讲述他们眼中的
运河美。 见习记者 徐红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石小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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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国内绿色航运标杆”“世界内河航运之窗”
作为首批交通强国建设试点省份，江苏围绕交通强国建设要求，以率先建设交通强省为目标，着力

打造交通强国建设江苏十大样板，京杭运河绿色现代航运示范区建设正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朝着将京
杭运河江苏段打造成为“国内绿色航运标杆”和“世界内河航运之窗”的目标，目前，示范区建设取得阶段
性成效，42.5公里先导段建设进展顺利，初步形成了滨河绿地、水城交融格局。 详情请扫二维码

风景如画大运河风景如画大运河

船员盛伟来到办事大厅取快递船员盛伟来到办事大厅取快递

苏州“花香航道”

8 月 28 日至 29 日，由中共江苏省
委宣传部、新华报业传媒集团等 9 家
单位共同主办的“我眼中的全面小康”
大型全媒体系列采风活动走进无锡滨
湖。近 30 名中央及省内各主流媒体
资深摄影记者走进滨湖这一闻名遐迩
的幸福宜居、昌明锦绣之地，多角度、
全方位、全维度展示高品质美丽滨湖
湾区的新成就，以及新时代共创美好
生活的生动实践。图为滨湖区社会福
利中心老人在制作绢丝花。

肖勇 尤晓源 万程鹏 摄

“我眼中的全面小康”
走进无锡滨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