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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端午“小长假”到来，锡
城景区疫情防控和安全管理是否到
位，旅游秩序怎样、游客体验如何？6
月25日上午，市委书记黄钦赴惠山古
镇、融创文旅城实地检查。黄钦强调，
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上紧思
想之弦，抓细抓实常态化疫情防控各
项举措，确保景区安全有序、旅游体验
更优，让广大游客玩得安心放心开心，
促进全市文化旅游全面升温、服务消
费持续扩大。副市长刘霞参加调研。

当天一早，黄钦首先来到位于惠
山古镇景区的假日旅游应急现场指挥
部，通过全域旅游智慧监管服务平台，
实时了解全市各大景区动态。“入园游

客总量8872人，景区实时在园人数
5486人。”电子大屏幕上实时显示着
主要景区的客流情况。得悉平台能实
时捕捉到游客来源、客流集聚等相关
情况，黄钦予以肯定，要求充分利用新
一代信息技术，更好实现人防、技防的
深度融合，进一步提升景区疫情防控
的精准度，做到可知可控、精准防控，
并有力促进管理服务的提质增效。

彰显无锡历史文脉、展现锡城秀
美山水，惠山古镇景区历来是市民游
客钟爱的文化旅游客厅。上午9时
半，景区内已是客流渐多、人气见涨。
黄钦来到入口处扫码验证、测温入园，
实地查看景区疫情防控和人流疏导、
秩序维护相关举措，并相应了解景区

特种设备管理和森林防火情况。黄钦
要求景区加强分析研判，认真落实各
项防控要求，切实做到执行到位、管理
到位、监测到位，确保假日期间安全平
稳有序；做好特种设备的检测、维护和
保养，确保设备运营安全、游客人身安
全；全力抓实森林防火工作，加强练兵
备战、值班值守、设施建设、物资配备，
做好应急预案、提升应急能力，确保关
键时刻冲得出、用得上、打得赢。

本地文化元素融入高科技游乐体
验，融创文旅城已成为休闲出游好去
处。上午10时许，文旅城内各主题乐
园已成为欢乐的海洋，时而穿越假山、
时而攀高盘旋的过山车令人震撼，带
有鲜明吴地特色的主题园区让游客在

畅玩中体验到“太湖明珠、江南盛地”
的独特风情。目前，文旅城复工复业
工作成效明显，周末客流量基本恢复
到疫情前水平。黄钦认真察看景区疫
情防控落实和景点开放运行情况，要
求园区毫不松懈抓好疫情防控，实现
防控措施和预约购票、入场检验的无
缝对接，加大对特种设备设施的监管
力度，科学设置内部游线，不断推进旅
游产品迭代、内容创新、内涵提升，加
快打造无锡文化旅游新的靓丽名片。

黄钦在检查时强调，相关部门和
各大景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和省
市有关部署要求，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
假日旅游相关工作。下转第2版>>>

黄钦端午节检查旅游景区管理工作，要求

抓细抓实常态化防控举措
让广大游客安心放心开心

龙舟竞渡,粽叶飘香，又是一年端午时。如何度过这样一个传统佳节，人们的选择也许不尽相同，但或多或少
都体现了对文化的传承、寄托着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昨天，我们把镜头对准锡城的三组人物，他们中有弘扬传统
民俗文化的非遗达人，有顶着高温在一线忙碌的战“疫”卫士，也有深深爱上无锡、爱上中国传统文化的外国友
人，且看他们不一般的“端午故事”。

6月25日，小朋友和家长在蠡湖参加亲子龙舟赛体验活动。当日是端午节，市民在包粽子、亲子龙舟赛、做香
包等民俗活动中传承中华文化。 （还月亮 摄）龙舟竞渡

一样的 ，别样的精彩

新华社北京 6 月 25 日电
今年5月，旅居荷兰的大熊猫“武
雯”喜诞幼崽。近日，国家主席习
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荷兰国王威
廉－亚历山大和王后马克西玛就
此互致贺信。

习近平和彭丽媛在贺信中表
示，熊猫幼崽是中荷友谊的美好
结晶，是双方致力于生物多样性

保护合作的重要成果，值得庆贺。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荷两国
政府和人民互施援手，书写了同舟
共济、守望相助的友好佳话。中方
高度重视中荷关系发展，愿同荷方
一道努力，化挑战为机遇，统筹推进
疫情防控和双边交往合作，推动两
国关系迈上新台阶。

威廉－亚历山大和马克西玛在

贺信中表示，大熊猫幼崽诞生让我
们感到欢欣鼓舞，新生命是中荷关
系成果丰硕的象征，也为全球生物
多样性保护作出了贡献。荷方高度
重视两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合作。
世界各国唯有团结协作，才能战胜
这场全球危机。荷中关系基础牢
固，荷方愿继续同中方携手应对疫
情影响，早日恢复双边正常交往。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荷兰国王和王后就
旅荷大熊猫喜诞幼崽互致贺信

推动中荷关系迈上新台阶

“各位旅客，请打开手机微信，扫两边墙上
二维码，凭扫码结果出站……”昨天是端午节，
阖家团聚的日子里，无锡火车站出站口的喇叭
里始终重复着这句话。在这里，仍有一批特殊
的人坚守在疫情防控的前线（如图），他们中，既
有铁肩挑担的男同志，也有巾帼不让须眉的“娘
子军”。节日期间，他们24小时不间断值守，牢
牢守住无锡的“入户大门”，也用温情服务照亮
了人们“回家的路”。

在这些身穿防护服的暖心“大白”中，记者
留意到两位特殊的志愿者——最年轻的陈子仪
和最年长的朱解波。陈子仪1999年出生，是北
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大三学生，她的工作有些

“奇特”，下转第2版>>>

24小时坚守火车站，
筑牢无锡“入户大门”

养生茶、全家体检……这个端午节，来自美
国的AIE欧英英语培训中心负责人贾诗庭和
员工们一起过节，把节日福利都写在纸条上藏
进了粽子里，包起了“盲盒粽”（如图）。待粽子
煮熟，员工们吃粽子找到纸条，笑声此起彼伏。
这段短视频传到网上，暖到了不少网友。殊不
知，这位暖心老板就在无锡。着迷于中国传统
文化的贾诗庭在无锡一住就是16年，成了过着
地道江南日子的“老无锡”。

今年，健康成了人们关注的关键词，贾诗庭
也不例外。“我希望周围的人都健健康康。”贾诗庭
操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介绍自己送端午福利的
初衷。在和员工一起过端午节前，他还悄悄拜
师，花了两天时间学习包粽子。下转第2版>>>

为送员工端午福利，
老外拜师学包“盲盒粽”

赛龙舟、插艾草，悬菖蒲、沐兰汤、吃粽子、
佩香囊……端午节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也是我国首个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节日。在无锡荣巷古镇，有这样一对老夫妻，王
志熙、张荷娣，他们是公认的非遗达人。这个端
午，他们带着街坊邻居们做起“五毒”道具，缝制
艾草香包，传播端午民俗，让非遗文化给周边更
多人带来乐趣。

昨天记者来到王志熙家时，他正和邻居用
纸做道具，不一会儿，活灵活现的“蜈蚣”“毒蛇”

“蜘蛛”“蝎子”“蟾蜍”就完成了（如图）。“每次端
午节，我们的行程都是排得满满当当的。”这个
端午节前后，王志熙和张荷娣夫妇到社区教居
民缝制香包，下转第2版>>>

弘扬传统民俗文化，
让“非遗”之花绽放

我们的节日·端午

本报讯 近日，一场“抢时间”
大战在江阴市行政审批局的市场准
入窗口上演——窗口工作人员仔细
核对打印出来的新办企业营业执照
后，便迅速送往另一侧的银行窗口
进行开户。“这一送，就为新办企业
省下了跑腿功夫，营业执照即来即
领。”审批三科科长钱红霞告诉记
者，现在，窗口每天要发出50张新
办企业营业执照，领执照的人络绎
不绝。

市场主体总数突破21万、个体
工商户数量达13万、各类企业总数
突破7万家……数据“新高”的背
后，是“快手”服务在激发着市场主
体的活力。今年3月，一支由50个
审批人员组成的“0.5天快手服务
队”上线，经“快手”服务，在4个小

时内即可完成开办全流程，一个企业
半天就可实现开张营业。目前，已有
近2000家企业享受到了“快手”服务。

“市场主体就是青山，留住青山，
才能稳住未来。”该市行政审批局党委
委员、审批专员沈纯雅说，秉承“无难
事、悉心办”的服务理念，助推“江阴速
度”再升级，依托“快手”服务，江阴大
力推行“企业开办全链通0.5天办理”
模式，该模式正向开发区、乡镇街道延
伸，预计到年底全市域覆盖率达50%
以上，“就业参保、企业住房公积金缴
存登记也将纳入0.5天服务链条，确
保新设企业涉及审批流程都能在0.5
天内完成。”

“快手”的精准服务，得到了市场主
体负责人的争相点赞。“既省事方便，又
减少了接触风险。”下转第2版>>>

江阴“市场主体突破21万”见证营商环境的优化

“快手”服务让企业开办
4小时内完成

导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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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00多盏灯完成清洁修护

让锡城夜景更加明亮动人

高考防疫10条关键措施发布

体温低于37.3℃才可进考点
▶3版

近日，农房闲置率近70%的阳山镇山南头自然村热
闹起来，70岁的刘建明、50多岁的张军林等4名农民将
家里闲置多年的房子拾掇起来，准备开民宿、农家乐。“惠
山区去年被列为全省盘活利用闲置农房改革试点，‘山南
头’作为区里的试点先行先试，大家的积极性高涨，预计
到今年可盘活10户。”“山南头”所在行政村——桃源村
书记张谷说，运营成熟后这些农户经营性收入一年将增
加500万元，村集体年租金收入增加10多万元。

闲置农房处置已成为乡村振兴不容忽视的问题。“山
南头”地处阳山镇东南大门，3年前农户由120户减少到
41户，且多为老年人，房屋外墙或泥灰驳落或污迹斑斑，
蚊蝇乱飞。“区里不少村庄也有类似现象，这既不利于打
造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的乡村新风貌，也难以让村民提升
获得感、幸福感。”惠山区农业农村局人士说。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宅基地所有权、资格
权和使用权三权分置，为盘活闲置农房奠定了政策方向。
但由于缺少相关细则，对闲置农房的界定、盘活利用的方
向等吃不准，全市闲置农房盘活利用并不活跃。至去年年
中，山南头自然村仅3户闲置农房敲定要改建成民宿。

围绕盘活闲置农房，区农业农村局多次到镇、村走
访、座谈。“在规划保留村庄内，不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符合消防要求的农户闲置住房、村集体闲置房屋应能用
则用”“闲置农房可用于发展乡村旅游、农村康养服务，也
可用于教育文化等配套服务、文创服务以及农产品冷链、
初加工等一二三产融合发展项目”……这些话语犹如“指
路明灯”，让桃源村等乡村增强了盘活信心。

盘活闲置农房初期资金压力大怎么办？将闲置农房
折价入股参与经营，待赢利后按比例分红是有效办法。张
谷介绍，村里正在开展与之类似的闲置宅基地折价入股，
即村集体将3.5亩闲置宅基地折价入股，与区总工会联合
开发配有餐厅、咖啡吧、酒吧等设施的大型培训中心，项目
投资2000万元以上。这样合作方在建设期间以及经营初
期无需缴租金，有效减轻了资金压力。这种方式能吸引更
多市场前景好、团队能力强的企业参与乡村产业发展。

对于项目体量大，需要闲置农房数量多，且需村集体
多方协调的项目，“集体收储”是良方。村集体将“山南
头”村民陈芳家长久不用的2幢老房子和隔壁2幢老房一
起收储，统一租赁给“即见桑梓”经营民宿，并投入90万
元建设资金。“好处是企业遇到内部装修需要破墙等问
题，找村集体就能很快解决，无需一家一家去磨嘴皮子，
收储后由村集体给村民支付租金，村民更为放心。”张谷
说。2019年“即见桑梓”入驻，仅11月、12月试营业，其
营业额就达20万元。

有效盘活，前提是规范。“山南头”这两年形成了农户
申请、村集体初审、镇相关部门审核后备案的流程，使盘
活的每个节点都可控、可追溯，最大限度避免了矛盾纠
纷。据了解，在试点村的基础上，惠山区近日已出台相关
改革试点意见，下转第2版>>>

﹃
山
南
头
﹄
近
两
年
10
户
农
房
变
民
宿
、农
家
乐
，农
户
、村
集
体
将
增
收500

多
万
元—

—

盘
活
闲
置
农
房
成
增
收
﹃
金
手
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