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生态环境厅 16 日发布的

监测结果显示，2020年我省实施

长江禁渔后，长江江苏段鱼类和

其他水生动物的多样性正有所

恢复。长江江苏段累计发现鱼

类 81种，较 2018年增加了 11种。

28 个监测点中有 8 个点位检出

存在江豚，检出率达 28.6%，较

2018年增加了近两倍。

历史资料显示，长江江苏段

有 记 录 的 鱼 类 共 有 161 种 ，

2001—2006年间，长江江苏段可

调查到的鱼类物种数量已降至

108 种。根据环境 DNA 监测结

果，2018年累计发现的鱼类物种

数量仅剩 70种，且鱼类小型化、

低龄化趋势严重。长江生物完

整性指数已降到最差的“无鱼”

等级。自 2018 年起，省环境监

测中心联合南京大学采用环境

DNA 技术手段，对长江江苏段

鱼类及其他水生动物的多样性

开展调查监测，持续跟踪长江大

保护以来生态系统的恢复状况。

2020 年 7月，江苏正式发布

长江“禁渔”通告，长江干流江苏

段开始实行禁渔，同时随着长江

岸线整治、水污染防治等一系列

措施的推进，长江江苏段的水生

态保护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

监测结果显示，江豚活动范围从

2018 年的主要集中在长江南京

和泰州段，扩大至 2020 年的南

京、扬州、泰州、镇江段。此外，

还在长江南京段 2 个点位发现

了达氏鳇，它素有“长江水中大

熊猫”之称，是国家二级野生保

护动物，2010 年被列入《世界自

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

的极危名单。

记者从省环境监测中心了

解到，目前长江生态系统恢复才

处于起步阶段，整体物种数量仍

处于较低水平。资料显示，尼罗

河流域共有 800 多种鱼类，密西

西比河约有 260 种鱼类，亚马逊

河更是拥有 2500 种鱼类。与这

些世界其他重要河流相比，长江

鱼类种群恢复量仍相对偏少。

一年一度的江苏博士后人

才资助项目启动。省人社厅发

布消息，2021 年度省博士后科

研资助计划和省资助招收博士

后人员线上申报通道已于 4 月

12 日开通，符合条件的博士后

可登录省人社厅官网申报。

与往年相比，今年省博士

后科研资助计划项目申请对象

由原来的近 1年内进站博士后，

扩大到江苏所有在站博士后。

也就是说，全省 1419 个博士后

站点的 8000余名在站博士后均

可申报。

省博士后资助招收项目主

要用于资助江苏博士后科研流

动站、省属单位和中央驻苏单

位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省博士

后创新实践基地）招收在站非

在职博士后研究人员。今年江

苏首次设置博士后国际交流计

划项目，瞄准毕业于世界排名

前 100 高校或者博士学位所属

学科世界排名前 100 的留学回

国和外籍博士毕业生。通过国

家和省联合资助的方式，引进

拔尖人才，强化国际合作，最大

限 度 地 用 足 用 好 全 球 创 新

资源。

据了解，“两项资助”聚焦

国家和江苏重大专项、前沿技

术和重大科学研究计划中从事

研究工作，在江苏战略性新兴

产业、未来产业和各地优势产

业、特色产业从事研究工作，在

江苏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团队

中从事研究工作，在省示范博

士后科研工作站从事研究工作

的优秀青年科技人才。

此次省博士后“两项资助”

还首次要求各地、各博士后设

站单位，组织专家对本地、本单

位的博士后科研资助项目申报

材料进行指导和初评，并按照

不超过流动站博士后在站人数

的 40%、工作站（创新实践基

地）博士后在站人数的 50% 进

行择优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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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人社部 16 日消息，2021
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再次上

调 4.5%，实现“17连涨”。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人

社部、财政部近日印发《关于

2021年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

金的通知》，明确从2021年1月1
日起，为 2020 年底前已按规定

办理退休手续并按月领取基本

养老金的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

退休人员提高基本养老金水平，

总体调整水平为 2020年退休人

员月人均基本养老金的4.5%。

人社部称，此次调整，继续

采取定额调整、挂钩调整与适

当倾斜相结合的调整办法，定

额调整体现社会公平，同一地

区各类退休人员调整标准基本

一致；挂钩调整体现“多缴多

得”、“长缴多得”的激励机制，

使在职时多缴费、长缴费的人

员多得养老金；适当倾斜体现

重点关怀，主要是对高龄退休

人员和艰苦边远地区退休人员

等群体予以照顾。

《通知》要求，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要结合本地区实际，

制定具体实施方案，抓紧组织

实施，尽快把调整增加的基本

养老金发放到退休人员手中。

退休人员养老金再上调4.5%
实现“17连涨”

江苏博士后人才资助项目启动
8000余人申报

全国职业教育大会刚刚

闭幕，省教育厅于近日举行职

业教育专场新闻发布会。据

悉，“十三五”以来，江苏省先

后出台系列支持政策，省级财

政累计投入 36 亿元专项资金

用于职业教育创新发展。江

苏省职业教育每年向社会输

送约 50万名技术技能人才，全

省现有高技能人才 455 万人，

规模保持全国领先。

江苏省现有中职学校 198
所、高职院校 90 所，在校生约

146.5 万人。我省建立了职业

教育联席会议制度，有效整合

政校行企各类资源，与华为、

精雕等一大批大型企业合作

建设产业学院，直接掌握行业

动态和企业需求。

我省推进普职融通，在 56
所高中阶段学校试点举办综

合高中班，累计招收 12663 名

学生。全省共有五年制高职

办学单位 130个，每年招生 6万

人左右，占中职招生总数的

20%左右。南京工业职业技术

大学成为全国首家公办职业

教育本科试点学校，今后本科

层次职业教育规模有望进一

步扩大。

纵向贯通职业教育是系统

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根本。“十

三五”期间，我省高等学校面向

中职学生的对口招生人数达

31.95 万人，其中本科 2.6 万余

人。“构建现代职教体系就是要

保证大多数职教学生在职业学

校体系内接续培养、成长成

才。”省教育厅职业教育处处长

徐庆表示，多年来，我省积极推

进中高职衔接协调发展，努力

建立中职、高职、本科教育贯通

培养体系，构建高素质技术技

能人才成长立交桥。

目前，职业院校毕业生升

学途径主要包括普通高校对

口中职毕业生招生考试、实施

五年一贯制高等职业教育、实

行职业教育体系贯通培养三

大路径。

我省建立中职、高职、
本科教育贯通培养体系

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江苏

省民政厅即日起在全省范围内

开展非法社会组织线索“随手

拍”有奖举报活动，社会各界发

现非法社会组织活动时，可通过

微信向省民政厅提供线索。

江苏省民政厅等 23个部门

近期在南京联合召开进一步打

击整治非法社会组织电视电话

会议。会议明确，此次打击整治

专项行动重点聚焦五类非法社

会组织：一是利用国家战略名

义，在经济、文化、慈善等领域活

动的非法社会组织；二是冠以

“中国”“中华”“国家”“江苏”等

字样，或打着机关、事业单位的

下属机构等名义，进行骗钱敛财

等活动的非法社会组织；三是与

合法登记的社会组织勾连开展

活动、鱼目混珠的非法社会组

织；四是借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

之机开展评选评奖活动的非法

社会组织；五是开展伪健康类、

伪国学类和神秘主义类活动，以

及打着宗教旗号活动的非法社

会组织。

举报方式：关注“江苏社会

组织动态”微信公众号，回复“举

报”或点击菜单栏“微互动”-“有

奖举报”获取举报链接。举报要

求:举报线索应包括非法社会组

织名称、清晰可辨认的照片或视

频证据、非法社会组织活动详细

地址及活动内容等。民政部门

依法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对

举报人的相关信息严格保密。

省民政厅发起“随手拍”
举报非法社会组织

禁渔治污双管齐效果初显

长江江苏段两年增加鱼类11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