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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在行动

司机犯病晕倒 民警及时救助
本报讯（通讯员 黄戴婷 记者 南

笙）3日中午，市公安局巡特警大队处
警民警及时救助一名在路口等红绿灯时
因低血糖突发病症的驾驶员，受到路过
群众的高度称赞。

当日 12时 30分左右，市公安局巡
特警大队处警民警接到群众报警称，邓
桥岗红绿灯处有一名驾驶员在车里睡着
了。处警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发现一名男
驾驶员趴在方向盘上，经初步判断，这位

驾驶员可能因生病晕倒。民警一边对现
场进行交通疏导，一边小心翼翼地将半
昏迷状态的司机搀扶下车，并立即拨打
120救助。120到达现场后，将驾驶员第
一时间送至医院救治。经医生诊断，该男
驾驶员系低血糖发作致病。

后经医院抢救，这名男子逐渐恢复
知觉。据了解，这位驾驶员平时就有低
血糖，病情发作可能是因为当天没有吃
早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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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告
为了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方便车购税纳税人办理涉税事

宜，经研究，决定于 2018年 11月

12日开始，将高邮市政务服务中

心大厅一楼车辆购置税窗口移至

高邮市捍海路 100号高邮市公安

局车辆管理所业务大厅二楼 225

室。请广大纳税人相互转告。

国家税务总局高邮市税务局
2018年11月7日

垃圾分类
文明你我废纸，快到可回收物桶里来（二）

据了解，中国已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
二包装大国，包装工业位列我国38个主要工
业门类的第14位，是中国制造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从总量上看，我国已成为世界包装大
国，但在品种、质量、新品研发能力及经济效
益等方面，均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的差距。据
统计，2014年全球纸质包装产值达到了
2150亿美元，并将保持年均6%的增长。中国
包装联合会预计未来国内市场能保持约
5-6%的增速。据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
资料，2016年我国废纸回收率为49.74%。

回收纸———“第四种森林”
纸张源于木材，而木材源于森林。回收

纸被称为在原始森林、天然林和人工林之外
的“第四种森林”。无论是废旧的报纸、书刊

纸、办公用纸，还是牛皮纸、纸匣、瓦楞纸
等，都是宝贵的纤维原料。可再生纤维原料
的循环利用可以促进造纸原浆的重复利用，
从而提高纸浆利用率。这也就意味着，同等
数量的木材可以制造更多的纸，造纸及纸浆
行业对于高强度森林采伐的需求也能因此
减少，进而促进可持续森林管理的实现。

回收纸也对环境带来不少好处。利用回
收的纤维原料造纸，造纸流程可以大大减少
初次制浆过程中的林木、水、电消耗和污染
物排放。回收一吨废纸能生产800公斤回收
纤维原料，挽救 17棵大树，节省 3立方米的
垃圾填埋场空间。另外利用回收纤维造纸，
能耗低，环保处理费低，单位原料成本低，能
节约 50%以上的造纸能源，减少 35%的水

污染。在成本要求和社会日益加强的环境意
识下，回收纸所提供的纤维原料已经成为造
纸工业不可或缺的原材料。森林,是一个高
密度树木的区域，涵盖大约 9.4％的地球表
面，这些植物群落覆盖着全球大面积，并且
对二氧化碳下降、动物群落、调节水文湍流
和巩固土壤起着重要作用，是地球生物圈中
最重要的生境之一。根据世界资源研究所的
记录，全世界只有 20％的森林仍然能保持
着原始森林的原貌。今天，世界热带雨林超
过三分之二是以碎片化残余存在的。

时至今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纸和
纸产品生产国。自2000起我国新增的箱板纸
几乎都源自再生纤维，2016年采用再生纤维
制造的箱板纸更是接近同年箱板纸产量75%，

回收纸在造纸纤维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重新定义废纸，让纸循环起来

“废纸”在我们的日常中随处可见，可只
要我们做些日常的小改变，就可以将废纸换
为资源。多备一个垃圾箱进行垃圾干湿分离
（将厨余垃圾单独放置），这可以极大方便您
的回收行动，也可以极大提升纸类与塑料的
回收效率。报纸、杂志、书籍、包装用纸、纸箱、
信封、包装纸盒 /蛋盒、购物纸袋和厕纸筒，
请尽可能去除上面的塑胶包覆封面、外套封、
笔记本的塑料线圈、胶带、订书针，并进行大
致的分类整理；其中纸箱上的胶带一定要先
移除哦。饮料、乳制品、饮用水、清洁剂等复合
纸包装，应去除吸管、倒空内容物、尽可能压
扁并单独放置，切勿与其它回收纸类混放。

洗脚上岸渔民变市民

退养还湖留给子孙后代“生态财富”
本报讯（记者 孔令玲）“减少对高邮

湖水的污染，留住一湖清水，是我们留
给子孙后代最好的 ‘生态财富’。”近
日，界首镇金墩村渔民蔡宏柱谈到他所
亲历的渔民上岸和退养还湖工程时感
慨地说。

早在上世纪 50年代初期，金墩村就
吸引了山东、安徽和江苏洪泽、泗洪、金湖
以及高邮本地一些渔民前来集结。他们以
船为家，靠岸而居，以捕鱼、围网养殖为
生。每年夏季来临时，渔民的生产、生活都
要遭受1到3个月的洪涝灾害。而且大量
的围网养殖，导致湖泊容量减少，直接影
响了湖泊的蓄水功能，对湖泊的生态平衡

造成一定影响。
2013年，作为淮河入江工程的一部

分，金墩渔民安置区建设工程正式启动。
工程将居住在运河西堤高邮湖岸边的界
首段原金墩村全部拆除，实施整体搬迁和
村民集中安置。工程总投资 6000万元，
总建筑面积约4.2万平方米，可安置 312
户渔民。安置区内还配套建设了社区管理
服务中心、卫生室、超市等公共服务设施，
渔民可以用较低的价格住上优质舒心的
安置房。2015年春节前，蔡宏柱终于与其
他渔民一道搬进了新房子，从渔民摇身一
变成了居民。

去年开始，为开展湖泊环境保护工
程，落实“263”专项行动要求，我市大力
开展高邮湖区“退养还湖”工作，助力江
淮生态大走廊建设。此次退养还湖工程
共计划拆除界首镇周边沿湖 1公里范围
内集体持证和个人持证的围网，涉及渔民

户 210户，实际需要完成退养还湖面积
31234.6亩。“退养还湖”工作启动以来，
界首镇专门成立了指挥部，组成五个工作
小组，通过召开村民代表会、村民大会加
强宣传动员。在此基础上，该镇细化补偿
方案，尽力争取政策优惠。蔡宏柱第一时
间签订了补偿协议，停止 110亩水面养
殖。在他的带动下，一些临近的养殖户也
主动配合拆网。截至今年 10月底，界首
镇已完成签约面积 23792.6亩，签约 163
户；已拆除围网面积 16350.6亩，并通过
市农委验收；累计发放渔民退养还湖补偿
款近千万元。

“围网养殖确实对水质有影响，为了
子孙后代的生存环境，我们还是要积极
配合。”蔡宏柱对记者说。如今，站在高邮
湖边，昔日密密麻麻的围网已明显减少，
湖面变得更加开阔明亮，水质有了明显
提升，生态环境更加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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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朱广
华）一幢幢白墙红瓦的民
居，一个个波光粼粼的鱼
塘，一排排青翠欲滴的花
木，一辆辆穿村而过的汽
车……令过往行人眼睛为
之一亮。这是甘垛镇官林
村美丽乡村建设带来的新
变化。

昔日的官林村村庄中
心的小河污水横流、臭气
烘烘，是人见人躲的“龙须
沟”，群众颇有怨言。为了
治理和改善村庄环境，官
林村两委一班人带领群众
进行全面整治，致力打造
美丽乡村。经过精心打
造，官林村建起了多功能
生态走廊、花园式体育休
闲生态公园，并建有休息
长廊、体育设施、卫生间和
林间小道等。与此同时，
该村还对芦苇荡资源进行
合理规划，通过完善硬件
设施，发展乡村旅游，让村

民们不出家门也能体验城里人的休闲
生活方式。

前不久，官林村又通过政府扶持、
在外乡贤捐资、村民集资等方式筹措资
金，修建了乡村桥梁与环村公路，并对
村中小街小巷进行硬质化改造，特别是
在朱家庄建设了四米宽的桥梁并拉直
了村庄道路，彻底解决了村民出行难的
问题。

为提升村民们的文明素质，官林村
还制定了环境卫生公约，并建立起监督
制度。现在村民们人人都把村子当成自
己家来打理，村干部管理省心，村民们
生活舒心。

“高邮灯具”是江苏省首个获得国家生态原产地保护评定的工业品。郭集灯具
工业园是江苏省中小企业产业集聚示范区，建有郭集灯具城、灯具物流园、灯具展
示营销中心等产业配套设施，现有灯具生产企业 1000多家，年产各类灯具 300多
万组，形成了上下游产品、上下道工序配套协作的完整链条。图为郭集灯具城鸟瞰
画面。 王林山摄

邹主东参加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发展论坛
本报讯（通讯员 胡顺祥 记者 陆业斌）近日，

2018年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发展论坛在山东济南举
行，卸甲镇涌泉蔬菜生产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邹主东
作为全省 10名新型职业农民代表之一应邀参加论
坛，并进行了交流发言。

论坛上，邹主东围绕“走进新时代，践行新使命，
展现新作为”主题，就新型职业农民发展挑战与对
策、农民教育培训实践与探索等与大家分享了自己
的经验。

邹主东 2008年 7月从南开大学毕业后，放弃
了留在大城市就业的机会，来到我市卸甲镇成为一
名大学生村官。2009年，他从家乡山东引进优良的
蔬菜品种，发动周边村民进行规模种植。2010年，他
牵头组织 95户村民成立了高邮市涌泉蔬菜土地股
份专业合作社。近年来，合作社规模日益壮大，每年
可为卸甲村提供 120个就业岗位，为村民增收 60
万元。由于工作突出，他先后获得江苏省首批“三带”
能手、省优秀大学生村官、省大学生村官创业富民先
进个人、省青年致富带头人、江苏省优秀农民企业家
等荣誉称号。

高邮跑友乐当“运马”志愿者
本报讯（通讯员 吴继原）“奔泰杯”第七届高邮

大运河马拉松赛将于 11月 11日上午在高邮市体
育场鸣枪。连日来，高邮跑协的广大跑友乐当志愿
者，积极做好赛前的运动员参赛装备准备工作。

据了解，本届大运河马拉松赛共有近 4000名
全国各地选手报名参加半程马拉松，另有 2000名
选手报名参加迷你马拉松。连日来，在市体育局游泳
馆内，50多名跑友挑灯夜战，为大运河马拉松比赛
进行参赛包、完赛包的物资搬运、分发、打包工作。他
们中有的全家出动，有的夫妻上阵，还有的是好友、
同事相伴而来。大家怀着对高邮大运河马拉松赛事
的热爱，努力当好东道主，为赛事成功举办忙得不亦
乐乎。

据了解，在市跑步协会跑友和志愿者的努力
下，目前赛事近 6000份马拉松参赛包、完赛包打包
工作已基本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