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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预报
全市今天晴到

多云，东南风 3 到 4
级，今天最高温度
34℃（室外体感高
温 37℃），明 晨 最
低温度22℃。

距博览会
开幕还有 1616 天

新华社北京 6 月 3 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近日对垃圾分类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
近平强调，实行垃圾分类，关系广大人民

群众生活环境，关系节约使用资源，也是
社会文明水平的一个重要体现。

习近平指出，推行垃圾分类，关键
是要加强科学管理、形成长效机制、推

动习惯养成。要加强引导、因地制
宜、持续推进，把工作做细做实，持
之以恒抓下去。要开展广泛的教育
引导工作， （下转A6版）

习近平对垃圾分类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培养垃圾分类的好习惯
为改善生活环境作努力
为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作贡献

被誉为“千载读书地”的常州，自古
读书氛围浓厚，有不少凸显崇文重教千
年传统的人文宝地。近日，经有关部门
与单位共同打造，又一条浸润着“常人
尚学”精神的“书香街”，悄然呈现在市
民面前。

书香街的形态与神态
位于市中心的延陵西路，以商业繁

茂为亮点。如今，这一现代气息浓郁的
去处，又多了缕缕书香萦绕——在道路
最西端吾悦国际广场门口，堆叠的书本
造型上，醒目的“书香街”三个字，标记出
这一特色段落的开端。

在它西边不远处，是一个繁体的
“书”字雕塑小品，以及一张打开的书香
街手绘地图。地图显示，“书香街”西起
延陵西路邮电路、早科坊路口，东至延陵

路晋陵路口，南北两侧密布着各色书店、
书香咖吧、书香银行、黄金书屋、阅报栏
与龙城报廊等。

漫步在全长 800 多米的“书香街”，
不时有书的元素映入眼帘——或是一个
带着读书格言与书香街二维码的墙标，
或是绿地旁一把以打开的书本为造型的
特色座椅，又或是过街通道上一眼就能
瞥见的宣传贴画⋯⋯它们并不张扬，却
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营造出静心的角
落，勾勒出书香街的基本形态。沿街僻
静处，分布着南京银行常州分行捐赠的
移动书屋；书屋旁的长凳上，那些捧读于
闹市的专注神情总是格外让人动容。

常州人历来有渴望知识、以书为乐
的良好读书风尚。自唐代以来，常州地
区出过进士1546名，而过去代表读书人
最高荣誉的状元，光清代就出了吕宫、赵

熊诏、于振、于敏中、马世俊、钱维城、庄
培因7名，占全国状元数近十分之一。

在人民公园，一组教书先生带领小
朋友学习的雕塑，便将庄培因小时候边
读书边吃粽子，误将墨汁当白糖蘸来吃
的故事融入其中。这些艺术小品成为街
区展现神态的生动载体，显现出常州从
古到今一脉相承的读书风气。

丰富业态中的文化客厅
在书香街上，信步迈入路旁的商铺，

没准就邂逅一处独具特色的书香“小
站”：在合和圆缘，原木色的书架墙与休
憩区融为一体，高尔基的名言“我扑在书
上，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在这里显
得恰如其分；交通银行里，调整后的等待
区增添了3个开放式书架，《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中小企业蓝皮书》《中国银行业

理论与实务》等书籍，让相关知识的普
及变得触手可及；常州金店内范围不大
的休息区，也丰富了书架的设置，想起

“书中自有黄金屋”的古语，不禁会心一
笑——如今，黄金屋里也有阅读；此外，
KFC、天语雅阁、中山纪念堂等不同业态
中，也都打造了专门的阅读地带，如果喜
欢，可以挑一本在阅览区慢慢阅读，享受
读书带来的乐趣。

书式生活、青果书房、半山书局、
昔慢书院等形形色色的书店，每一处
都是爱书人的打卡地。以会员制为主
要经营模式的书式生活，把与书相关
相近的元素结合起来，不断加深人与
书的各种链接；新华书店打造的青果
书房，是文艺青年聚集地，开展的“青
果 朗 读 ”活 动 一 年 就 吸 引 2000 多 位

“朗读者”走上舞台； （下转A6版）

延陵西路（邮电路早科坊路口—延陵路晋陵路口）：

常州打造800米长“书香街”

本报讯 为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全面净化社会治安环境，市公安局
日前对兰陵地区开展“飞地”整治。

市公安局抽调 80 余名警力，以九
洲新世界商场、欧尚超市和第三人民
医院周边地区为重点区域，持续开展
清查行动，强化巡逻防范，接受群众
举 报 求 助 ，整 顿 交 通 秩 序 。 下 一 阶
段，市公安局将实施综合治理，重点
围绕“打击侵财案件、打击娼赌违法
犯罪、治理交通秩序、规范群租房管

理”四个方面的突出问题隐患，通过
严打、严防、严管、严控等有效措施，
严厉打击违法犯罪，全面排查整改安
全隐患，严查交通违法行为，采集流动
人口基础信息，力争实现“发案少、秩
序好、群众满意”的目标。

所谓“飞地”整治模式，是由市公安
局统一抽调机关警力，集中一段时间对
问题较多、治安复杂、隐患较多的地区实
行“飞机着落”式的整治，推动政府多行
政单位综合治理，待治安明显好转后再
交由属地公安机关管理。为此，市公安
局专门组建整治工作专班，抽调内保、治
安、刑警等9个警种部门警力，成立基础
工作、治安管理、查处打击、交通秩序、巡
逻防范和消防整治等若干工作小组，实
体化办公运作。

5 月 30 日下午，凌家塘市场及周边
地区同步开展第二次“飞地”集中整治，
80 余名警力分成 9 个工作组划片包干，
对市场区域内商铺、出租房屋、“九小场
所”等逐人逐户、逐门逐铺、逐街逐路开

展基础信息采集、消防安全隐患风险排
查和社会面巡防管控等工作，深入排摸
各类风险隐患，夯实基层基础工作，有效
挤压违法犯罪活动空间。

（芮伟芬 常宫轩）

对兰陵地区、凌家塘市场及周边地区：

我市开展“飞地”集中整治

2018年以来，常州市公安局天宁分
局根据中央部署，在区委、区政府和上级
公安机关坚强领导下，按照“依法严惩、
打早打小、除恶务尽”的工作思路，统筹
谋划、精心组织、广泛发动、全力推进，以
最高站位、最实举措、最严作风掀起扫黑
除恶斗争强大攻势，摧毁黑社会性质组
织 1 个、打掉恶势力犯罪集团 1 个，累计
破获涉黑涉恶案件 124 起，抓获涉黑涉
恶犯罪嫌疑人 505 人，依法查封、扣押、
冻结涉案资产逾 2 亿元，抓获“钟山系
列”涉黑涉恶在逃人员15人。

天宁分局及时组建专项斗争领导小
组，实体化运作扫黑除恶工作专班，固化
每月指挥调度、重点会商机制。分局与
各单位主官签订军令状，重点攻坚涉黑
涉恶案件，抽调 10 个部门 26 名警力入

驻分局扫黑办集中办公，下设线索核查、
案件侦办等五个专班，其中线索核查组
成立了8支小队开展面上巡查。对提供
有价值线索、成功侦办重大黑恶案件的
集体和个人实行奖励，形成上下联动、齐
抓共管、整体推进的良好局面。

同时，固化《摸排核查涉黑涉恶线索
暂行办法》《派出所滚动摸排涉黑涉恶线
索工作制度》等5套制度流程，建强派出
所线索排摸“主阵地”，按照“9 个彻底摸
清楚”要求，组织对 2010 年以来涉黑涉
恶类警情“回头看”行动，共自主排摸汇
总线索 50 条。紧盯“问题线索清零”目
标，成立8个问题线索督导小组，对市局

下发的群众举报线索，严格按照“三长负
责”“四定核查”等要求逐一会审、督导办
理、限期查结。累计清零上级交办、同级
转办、群众举报等各类线索224条。

天宁分局坚持“打现行”和“攻大案”
两手抓，着力扩大战果、推进积案清零。
固化联席会议、“警营夜校”培训等机制，
及时统一思想认识、解决疑难杂症，加强
骨干培养和专业人才储备，有效提升执法
质量。同时，天宁分局统筹推进扫黑除恶
与反腐“毁伞”工作，严格落实“两个一律”
要求，对“关系网”“保护伞”等问题线索问
题优先处置、决不姑息，深入开展农村“两
委”专项调查工作，坚决铲除黑恶土壤、净

化基层政治风气，切实巩固基层政权。
天宁分局坚持有黑扫黑、有恶除恶、

有乱治乱，结合扫黄禁赌、扫楼扫街等行
动，对游戏娱乐、仓储物流、民间借贷等
重点行业，涉黑涉恶问题突出、群众反映
强烈的乱点地区进行集中清剿，打击处
理娼赌违法犯罪嫌疑人 249 人，天宁区
黄赌娼警情同比下降29.6%。

同时，积极开展“扫黑除恶·天宁公
安在行动”主题活动，畅通群众举报通
道，落实专人受理、核查、反馈举报线索，
运用新媒体、电子广告屏、行业场所电视
开机画面等载体进行宣传，营造全民支
持、参与斗争的舆论氛围。

天宁警方：

抓获涉黑涉恶犯罪嫌疑人505人
扫黑除恶·常州在行动

受理时间：2019年5月24日—6月24日

举报电话：025-57052201（每天8：00—20：00）

举报邮政信箱：江苏省南京市A049号邮政信箱，邮编：210042

中央扫黑除恶第17督导组

受理举报方式

冻死的鱼，能不能复活？能。
一项微冻技术正被应用到金坛长荡

湖野生水产保鲜，半年后品尝还是原汁
原味。

5 月 30 日，在茅山竹海长荡湖水街
旗舰店，记者见识了惊奇的一幕。

一条 八 九 两 重 的 长 荡 湖 野 生 鲫
鱼，被从水池中捞起，放入一旁的微冻
液中。鱼全身一颤，翻跃了几下，不动
了。此时，微冻设备显示温度为零下
28.9℃。3 分钟后，鲫鱼身体僵硬，眼珠
发白，被捞出来，扔到地面时发出“啪”的
一声脆响。

冰冻鱼被捡起来，投入水池中。2

分钟后，鱼渐渐苏醒过来，又欢快地游动
起来。

据省供销合作总社旗下的江苏先农
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陈晓林介
绍，采用这种超低温快速微冻技术，鲫鱼
在微冻液中细胞膜并没有受到刺伤冻
裂。试验表明，7天后也能复活。

陈晓林说，采用微冻技术，视物体
大小冻结时间只要 6－30 分钟。而常
规急速冷冻需 2 小时，冷库冻结则在 12
小时左右。该技术可大大降低能耗、节
省成本。同时，通过微冻技术保鲜的水
产和肉类等生鲜食品，避免了营养流
失，口感更好。一般家庭直接进冰箱冷

藏的食品，3 个月后就会不同程度发生
腐烂变质；而经微冻技术处理过再冷藏
的食品，半年甚至更长时间后品质仍然
很好。

当天，金坛区供销合作总社主任毛
卫平在现场说，总社旗下的茅山竹海农
产品商贸有限公司去年获得长荡湖野生
水产品3年经销权。虽然控制全年捕捞
总量，但 5 月 15 日开捕以后，鲢鱼、昂
公、籽虾日捕捞量不定。引进这项微冻
技术后，水产品捕捞多了可随即处理，再
通过线上线下销售，可让更多顾客一年
四季都享受到长荡湖新鲜的野生水产
品。 赵鹤茂 焦志芳

——长荡湖野生水产微冻保鲜见闻

冰冻鱼：入水能复活

本报讯 日前，由新华社、经济
日报社、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等单位在上海
联合举办的2019中国品牌价值评价
信息发布会上，上上电缆集团以品牌
价值48.13亿元登上电气类榜单。

据了解，作为今年“中国品牌
日”重要活动之一，“2019中国品牌
价值评价信息发布”是中国品牌建
设促进会联合相关单位，连续第 6
次开展公益性的品牌价值评价信息

发布。2019 年参与品牌价值评价
数量达 1293 家，发布品牌数量 598
个，成为我国品牌发展的有力见证。

50 多年来，上上电缆坚守主
业，一心做电缆，不断实施“精、专、
特、外”品牌发展战略，坚持科技创
新、技术进步，不断推动高质量发展
和智能制造产业升级。目前，上上
电缆正向着“成为全球电缆制造业
的引领者”愿景不断迈进。

（张浩 李金堂）

上上电缆登上我国品牌价值榜单

5 月 31 日，由溧阳市妇联等联合开展的“全域环境攻坚暨新时代文明
实践——美到农家‘垃圾分类，主妇先行’环保宣传月”活动启动。

吴叶飞 高岷图文报道

全国扫黑办智能化举报平台
网址:www.12337.gov.cn

今年 38 岁的吴晟昊，是人民公
园园容兼秩序班班长。

2002 年职高毕业，吴晟昊进入
市人民公园，从绿化养护工做起。

一
说起绿化养护，吴晟昊有着自

己的独特见解。
他告诉记者，乔灌木修剪、除草、

病虫害防治，表面看都是些杂活，但
要把树木修剪管护好，学问大着呢。

记得 2015 年 6 月常州地区连
降暴雨，形成罕见洪灾，各大公园都

遭受到不同程度的水灾，其中红梅
公园月季基地因地势低受灾惨重。
灾情就是军令，吴晟昊与大家一起
奋不顾身地投入到抢救名贵月季品
种的战斗中。“月季淹没在水中，其
成活率是以分钟来计算的。晚一分
钟抢救，就少一分成活的希望。”他
说，把月季移出水中，送到指定安全
区域，这仅是第一步，随即还需对它
进行养护。“人不苦，树不活。”带着
养护班的一群人连夜作战，竭力保
全月季存活。因表现突出，吴晟昊
被评为“抗洪救灾先进个人”，同时
获“最美园林人”提名奖。

二
“仅有实际经验还不够，必须有

科学数据与技术支撑。”（下转A6版）

“造景人”
寻常美好寻常美好

最美常州人最美常州人

新华社北京 6 月 3 日电 近日，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活动标识。

活动标识以数字“70”和代表
国家形象的国徽五星及天安门作为
设计核心元素，紧扣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70 周年庆典活动主题。活
动标识中，“70”设计成翻开历史新
的一页的视觉效果，突出党和国家
各项事业的崭新形象，寓意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中华民族奋力谱写新篇章。“7”的
造型又像节日的彩带，其飘动的效
果与醒目的金色立体国徽五星及天
安门所在的圆形构成了一动一静的
互动关系，既体现了历史的厚重感，
又蕴含了重大节日的欢庆气氛。

活动标识可广泛用于各地各部
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
年活动环境布置和群众性主题教育
活动用品制作。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活动标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