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区域治理现代化指挥中心：

“智慧苍穹”破解禁渔难题

“‘长江’呼叫‘刀鱼’，请报告所在位置。”“报
告‘长江’，我们正在码头巡查。”“附近发现非法捕
捞可疑船只，请核查。”

5分钟后，无人机盘旋在江面上空确定可疑船
只位置，渔政执法艇迅速赶往事发地。偷捕人员
人赃俱获，4条翘嘴红鲌、1条鲫鱼被当场放生。

前不久，在海门区区域治理现代化指挥中心，
区农业农村局总畜牧师陈春英通过“智慧苍穹”长
江大保护平台远程指挥，快速处置了一起长江干
流货船船员非法捕捞案。

2019年底，全市 191艘渔船、368名渔民全部
退捕上岸。辖区内216千米的长江岸线上，沿岸人
口流量大、监管力量有限，沿江市县面临共同的工
作难题。自2020年5月起，海门区率先打造“大数
据+指挥中心+联合执法”技防体系，“智慧苍穹”长
江大保护平台上线运行。当地政法委、农业农村、
公安、水利、市场监管等多部门联动，使用全景相
机、结构化相机、雷达等数字监控及物联感知设
备，对涉渔违法行为进行全流域、全天候、可视化
精准管理。平台能够研判江面船型姿态、航行速
度、滞留时间，自动与数据库中登记渔船、捕捞作
业类型等资料对比，对数据不符的船只发出监测
预警信息，相机自动抓拍图片并推送给相关单位
和执法人员。2021年以来，其他沿江县（市、区）也
都建设了长江禁捕技防体系。

市农业农村局局长陈敢介绍，2020年 8月 10
日生效的新版《江苏省渔业管理条例》，明确长江
禁渔期垂钓、盗捕的处罚标准，赋予执法人员行
政处罚权，改变了以往只能劝离的处理方式。

“‘智慧苍穹’平台织就的立体化防护网，以现代
技防提升监管效能，让条例及时落地见效。”2021
年以来，沿江各地通过视频巡查累计查获违法案
件50余起。

市民王先生怎么也没想到，2020年秋天，他和
好友在长江海门段日新河闸边架好鱼竿没多久，
执法人员就出现在身边。当时正处于禁渔期，周
边水域明令禁止垂钓，二人不仅被没收鱼竿，还分
别被处以罚款。执法人员为何到达现场如此之
快？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周宇介绍，二人的行
为被附近的相机捕捉到，监控中心大屏幕上随即
弹出日新河闸边人员异常活动报警。值班工作人
员通过视频画面确认后，立即通知执法人员前往
现场。

在建立防控监管平台的基础上，我市还应用
微信小程序、设立 24小时禁渔违法行为有奖举报
电话等，让群众成为禁渔管理的“千里眼”“顺风
耳”。打开“江苏长江禁渔随手拍”小程序，市民可
以上传图片，定位非法行为发生位置，明确非法养
殖、非法垂钓、电毒炸鱼等行为类型，确定情况严
重程度，为执法人员迅速到场提供支持。前不久，
一位摄影爱好者用长焦镜头拍下有人用流刺网捕
鱼的画面，上传到小程序后，渔政、警方“按图索
骥”，快速完成处置。

南通还利用技术手段，增强当地群众的生态
保护意识和禁渔行动自觉。笔者未至长江岸边，
手机就收到了“你已进入沿江禁捕区，请遵守长江
保护法”的提示短信。市农业综合执法支队支队
长徐志勇介绍，市、县农业农村部门沿江堤安设了
电子围栏，并与当地移动、联通、电信三大运营商
签约。市民进入江堤1公里范围内，就会收到短信
提醒。“这样既可以增强市民自身的环保意识，也
有助于引导更多群众参与到护江护鱼行动中来。”

长江干流禁捕区：

“史上最严”多部门联合全域执法

7月 18日，裤子港渔政码头，数声汽笛声中，
市农业农村局、公安水警支队、长航公安、海事局
40余名执法人员，乘坐5艘执法船，组成联合执法
船艇编队，前往长江干流禁捕区域开展巡查，拉开
了长江禁捕联合专项执法整治行动的大幕。

部门、区域联动，以最严执法监管，构建“横向
到边、纵向到底、水陆结合、区域协同”的禁捕执法

新格局，让长江十年禁捕铁令生威。市农业农村
局党组书记张军介绍，多部门联合，水陆并进，分
组展开。陆上巡查重点为：沿江港口、码头及水产
品市场、餐饮场所、渔具店铺，包括码头非法捕捞
垂钓、非法销售长江野生鱼和禁用渔具等。水上
巡查由联合执法船艇编队实施。长江干流南通
段、长江口禁捕区以及水生生物保护区为重点，包
括商货船携带渔网渔具、非法捕捞垂钓、“三无”船
舶整治、残留网具清理等。

当天，全市有关职能部门出动执法人员600余
人，执法船艇12艘，执法车辆28辆，水陆并进开展
拉网式检查，累计水上巡查 120多海里，岸上巡查
230余公里，检查水产品市场、餐饮场所 36处，渔
具店铺46个，有力震慑了涉渔违法行为。

今年是长江禁渔“三年强基础、顶得住”的关
键之年。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殷淑芳介绍，今年
以来，我市重点打击长江刀鲚非法捕捞、商货船携
带网具整治、非法垂钓、非法销售禁用渔具等，开
展联合行动78次，出动执法船艇224艘次，清理涉
渔三无船舶 50艘，清理处置违规网具 84张（顶），
清理非法钓具53个，查办行政案件111件，司法移
送 14人，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市农业农村局农业
综合行政执法支队、长江渔政大队教导员杨苏榕
表示，涉渔违法行为，公安、渔政等联动，发现一
起，查处一起。渔政举报电话9688995。
通州区开沙岛：

“江上渔者”变身“巡江人”

2021年 1月 1日起，长江干流江苏段和保护
区近 1.5万名渔民全部退捕。昨天还是捕鱼为生
的渔民，今天已经成为守护母亲河的护渔人员。
通州区农林综合执法大队护渔队队长史洪伟打开
微信：原来打鱼的时候，他微信名叫“江上渔者”，
后来干了护渔员后，微信名就叫“巡江人”。

通州区境内的开沙岛，是长江溯江而上江苏
段的第一岛。岛上苇荡密布，附近水域饵料丰富，
是难得的“好水口”。这里曾经常年聚集 100多条
渔船，超过全市渔船总数的六成。史洪伟介绍，30
年前，他们刚在长江开沙岛捕鱼的时候，一天 100
多斤刀鱼的收获都不是什么稀罕事，年景好的时
候一年毛收入能到十多万元。但是这几年，长江
鱼类骤减，捕鱼的收入也是直线下降。

长江十年禁捕，史洪伟、陆宝华、沈坚坚提前
一年上岸，应聘成为护渔员。护渔队队员陆宝华
说，护渔也是个稳定的工作，自己本身也 50多岁
了，也算是对社会做点小贡献。相比起以前做渔
民时的洒脱，现在护渔员的日子更为细致：江上巡
查，岸边劝导，清理无主渔网，配合渔政打击非法
捕捞……江里漂，岸上走，靠的就是两条腿、一艘
船，还有一辆电动车。

队员沈坚坚说，这段 20多公里的路每天都要
来，非常难走。原来骑着电动车，轮胎三五年都不
用换，现在一年就换了四五个轮胎。江堤巡查不
走过场，夜查暗访不留盲区，20多公里的长江岸
线，哪里鱼多，哪里容易躲藏，他们熟得不能再熟
了。史洪伟说：“只要还有人到这里来偷偷捕鱼，
就有信心抓到。”

自护渔队成立以来，3人协助渔政大队查获非
法捕捞案件 13起，移交公安处理 2起，近几个月
来，长江通州段非法捕捞行为几乎绝迹。但最令
他们欣喜的是，禁渔才两年多，江豚鱼跃的景象又
回来了。通州区农林综合执法大队执法人员钱志
新说，三位护渔员住在江边，补充渔政力量，现身
说法宣传，效果更好。

长江如皋段：

“水上漂”转型长江船舶服务

享受过长江渔业的丰饶，经历过资源枯竭的
痛苦，“水上漂”转变身份又下江，为的是子孙后代
们重享鱼翔浅底、大江奔流的福祉。“这个是我建
的第一艘服务船，目前有 6个渔民正在培训，之后
如果需求多的话，还会再增加一些渔民，也是帮助
他们再就业。”如皋长江镇渔民高富林看着面前正
在建造的服务船，对未来充满希望。

高富林和父辈一样，十来岁就开始在长江如
皋水域从事渔业生产。2019年，长江禁捕退捕，
作为如皋市“满舱渔业”专业合作社社长，老高带
头按时上缴了渔船和网具。根据渔船大小和生
产规模，他领到了拆船费、渔具补偿费、渔民补助
等近 46万元补贴。2020年 4月，经如皋市人社局
的推荐，一家测量公司找到老高，请他帮忙码头
测量。凭着多年水上生活经验，高富林看到了长
江交通服务的新机遇。“我们几个渔民商量了一
下，可以在水上做一些船舶工程服务、测量之类
的工作。”

他们用补偿款和积蓄，凑齐了200万元注册资
金，成立船舶服务公司。如皋农业执法大队牵头
人社、海事等部门，进行业务指导。“政府政策上的
扶持还是比较多的，力度也比较大，给了15万元的
无息贷款，缓解了我们的资金紧张问题。”高富林
预订了两艘船。

由于船舶服务需求量大，已有不少客户主动
上门洽谈业务。“突发性的水环境污染，比如废油
泄漏，我们可以去帮忙清理。”高富林说，“水上生
活几十年，多大的风、在什么地方有多大的浪，我
们都知道，做水上服务太合适了。”

但考证上岗仍然必不可少。从职业渔民培训
合格证、渔业船员证、内河船舶船员适任证，高富
林全部拿到。“要适应新生活，就要不断地学习。
以前捕鱼是体力活，还得看天收；现在服务是技术
活，旱涝保收。”老高踌躇满志，“现在既护鱼又护
江，更有责任感。”

南通五山地区滨江步道：

江豚重现沧桑巨变

打开 66岁狼山镇街道居民吴湛的手机相册，
里面都是他拍摄的江景图，江豚就是一个个模糊
的“小黑点”。“就在这儿！傍晚常看到江豚出
水。”他说。在位于南通五山地区的滨江步道，黄
泥山、马鞍山、狼山、剑山、军山等五山临江而立，
沿江岸线 14公里，是长江南通段重要生态腹地和
水源地。

2020年11月12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南通
五山地区滨江片区视察，与附近群众亲切交谈，称
赞“曾经脏乱差的环境发生了沧桑巨变，成为人们
流连忘返的滨江生态公园”。

吴湛就在人群中，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讲
话。吴湛说，小时候，家门前的青水河连着长江
水，把江河水提到家中水缸里，放点明矾沉淀后即
可饮用。后来，芦苇滩变成了码头林立的港区，临
江村民进厂打工，收入提高了，但粉尘、噪声和怪
味也让村民苦不堪言，渔船的垃圾油污就漂浮在
水面上。再后来，推进长江大保护就像一缕春风
吹来，南通下定决心，还江于民，建设城市“生态绿
肺”。如今，岸线铺展步道，滨江变身花海，五山片
区成了全城风景最美、人气最旺的地方。

从环境美日子穷，到日子好了环境差，再到如
今“富”和“美”都有了。从见到总书记那一刻起，
年逾六旬的老吴下定决心，当一名长江大保护的
宣讲员和滨江生态的守护员，将总书记的关心和
牵挂以及南通滨江的沧桑巨变，讲给更多人听。

每到周末或节假日，老吴一早就出现在滨
江步道，带着自制图板，开办起长江大保护的实
境课堂。市民游客参观时，老吴现场讲述总书
记的亲切关怀和谆谆嘱托，呼吁大家携手呵护
长江母亲河；跟幼儿园小朋友互动时，老吴绘声
绘色地讲述江豚跃出水面的场景，“小朋友们，
江豚已经成为南通‘常住民’，成为陪伴我们的
老朋友啦！”

昔日沿江“工业带”蝶变“科创带”，长江南通
段水质整体稳定达国家地表水Ⅱ类标准。今年 1
月 5日，洪港滨江生态园建成开放登上了《新闻联
播》。今年2月28日，一段视频在南通人的朋友圈
刷屏。镜头里，5头江豚同框嬉戏，其中一头江豚
在空中划出一道美妙弧线。南通环境监测中心数
据显示，2月，长江南通段共观测到江豚 91头次，
刷新单月纪录。去年同期，观测数只有 11头次。
而在 2019年底，该中心才第一次观测到江豚。市
民说，江豚的微笑，就是最直观的治江成效。

·施百灵 陈杜 施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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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禁渔是“为全局计、为子孙谋”的重要决策。近年来，受高强度

人类活动影响，长江水生生物生存环境日趋恶化，生物多样性指数持续
下降，珍稀特有物种资源衰退。习近平总书记就长江禁捕提出明确要
求：“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一个是治污，一个是治岸，一个是治渔”

“长江水生生物多样性不能在我们这一代手里搞没了”。从2021年1月
1日起，长江干流等7条重要支流，实行暂定为期10年的常年禁捕。从
2020年1月1日起，南通在全国率先提前一年实施。两年多来，退捕渔
民迎来怎样的新生活？生态环境改善取得哪些成效？一组来自长江边
的报道，让你感受母亲河的生态之变。

打通农村物流“最后一公里”

海安开通10个村邮驿站

本报讯 8月，村邮驿站在海安市隆政街道等 10个
乡镇街道开通。该驿站由海安市农业农村局牵头研
发，系我市首个村级智能化无人值守电商服务站，旨在
打通农村物流最后一公里，实现农产品快速出村进城
及工业品下行到村。

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将“快递进村”写入文件，给
解决农村快递“最后一公里”老大难问题带来希望。海
安市农业农村局研发村邮驿站，首先解决农产品上行
难题。益农信息社信息员将本村及附近农产品线上销
售，根据订单组织村民备货，打印订单，根据驿站揽收
时刻表，提前打包后寄存进村邮驿站的冷藏柜中。配
送员根据系统规划路线，去村邮驿站揽收配送。同时，
也助力工业品下行。快递员通过扫码注册后，成为村
邮驿站的配送员或揽收员，将村民网购的快递包裹寄
存进村邮驿站。村民收到短信通知后，来村邮驿站输
入取货码开门取货。

目前，海安已在各区镇建设10个村邮驿站，为让配
送员能尽快熟悉操作流程，海安市农业农村局高级工
程师周卫，到隆政街道林桥村村邮驿站，现场对海安邮
政公司城西片区配送员进行实操培训。海安市农业农
村局局长臧忠介绍，村邮驿站提升了益农信息社的电
商服务水平，同时实现了农村物流最后一公里的寄存
和中转。由于是智能化无人值守模式，大大减轻了村
民委员会的运营成本，可以为村集体带来一定的收
益。同时继续建设村邮驿站，让点位分布更加合理化，
优化农村快递物流运营模式，夯实农村物流配送基础
设施建设，有效提升最后一公里投递服务能力。

·陆佳媚 施晔·

为了母亲河的休养生息为了母亲河的休养生息

“蛭”富路
8月30日，启东市金蛭水产品专业合作社工人在

捕捉水蛭。该合作社养殖水蛭300亩，年销售额700
万元，带动周边村民共同致富。 姜新春摄

投资千万元 预计11月底前完成

海门农路安防工程开工

本报讯 8月 29日，在海门区四甲镇新忠路施工现
场，施工人员正操作着打桩机。新忠路沿河防撞护栏
施工的开始，标志着 2022年海门农村公路安防工程全
面拉开序幕，该工程总投入约 1000万元，涉及该区 11
个区镇，10多条县道和 42条乡村公路，总里程 150公
里，预计11月底完成。

农村公路安全防护工程是保障农村公路安全运行
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下穿通道整治、沿河、临水
地段的安全防护、雷达预警设施、标志标线完善、更新、
恢复等内容。

实施过程中，海门积极引入“三新技术”，2019年实
施的太阳能主动发光警示桩，兼顾了安全、节能、环保、
警示等多种需求；2020年实施了路面彩色标线，为进一
步提升人文农路品质，充分发挥警示提示作用，做出了
有效尝试；2021年创新使用了“发光道砖”、“雷达预警”
装置、“合金钢”护栏等高新科技产品，“发光道砖”替代
了原先的漆面停车线，机耕道口、主路双向安装了“雷
达预警”装置，沿河路段护栏采用了新型合金钢材料
等，通过新材料的使用，加大了农路安全设施的科技含
金量，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益。同时，在重点路段的沿河
侧通过硬化路肩、设置护栏、安装道口警示桩、增加沿
线绿植等方式，进一步提升沿河农村公路的颜值，改善
了沿线路域环境。 ·彭军君 袁露·

江苏沿江地区农科所牵手人保财险

“科技+保险”服务“三农”

本报讯 8月 30日，江苏沿江地区农科所与人保财
险南通分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探索“科技+保险”服
务“三农”新模式，助力高质量发展。

市财政局、农业农村局和市农业保险领导小组大
力推动，促成签约。江苏沿江地区农科所所长张一峰
介绍了沿江所历史沿革、现状及未来发展，表示这次全
面签约是深化所企合作、强化双方交流、携手开拓创新
的重大举措，将在筑梦乡村振兴的共同事业中实现高
质量发展。双方约定，人保财险发挥经营农业保险的
行业优势，搜集、整理农业生产数据，为农科所科研项
目提供数据支持、保险保障和融资服务。农科所则发
挥农业技术优势，为人保财险的农业保险产品开发、理
赔定损和防灾防损等提供专业咨询和技术支持，探索
建立符合农业农村现代化治理需求的保险保障体系。
活动中，双方共建的农业风险减量实践基地和监控中
心正式揭牌，江海惠农科技服务队也同时成立。

江苏沿江地区农科所副所长刘建表示，“科技+金
融”跨界融合，将搭建为农服务新平台，更好实现科技
减损减灾。 ·唐佳美 沈悦·

五山及沿江地区景色。 许丛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