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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今天，无锡
市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指
挥部办公室在《无锡日报》
发布8月份全市乡镇（街
道）空气质量逆序排名前
5位和国省考重点断面逆
序排名前 5 位情况通报
（详见表格）。

通报显示：2021年 8
月，全市乡镇（街道）空气
质量逆序排名前5位的站
点分别为锡山区东亭、滨
湖区荣巷、宜兴市徐舍镇、
梁溪区黄巷，优良天数比
率同比小幅下降。8 月
国、省考重点断面逆序排
名前5位：锡山区庙桥、江
阴市彩云大桥，共同考核
江阴市、锡山区的晃山桥，
及宜兴市双桥港、八房港，
水质均不达标。

（陈菁菁）

8月点位长、断面长逆序排名通报

8月国省考重点断面逆序排名
逆序 责任 断面 断面 市级考 8月水质状况
排名 区县 名称 属性 核目标 水质类别 达标情况 定类指标及浓度

锡山区东港镇党委书记司
建新

连续2月及以
上当月不达标

Ⅲ Ⅳ锡山区 不达标 总磷（0.285，超Ⅲ类标准0.43倍）1 庙桥 国考

镇街园级断面长 风险类型

8月全市乡镇（街道）空气质量逆序排名情况

综合排名 市（县）区 站点（点位长） 浓度 2020年 同比变化 优良天数 2020年 同比变化 综合
(μg/m3) 同期 情况(%) 比率(%) 同期 情况(%) 得分

细颗粒物（PM2.5） 空气质量指数（AQI）

1 锡山 东亭（东亭街道办事处主任华晓） 24.4 22.0 10.9 61.3 77.4 -16.1 82.2

2 滨湖 荣巷（荣巷街道办事处主任朱岩） 25.5 21.9 16.4 67.7 77.4 -9.7 77.1

2 滨湖 荣巷（河埒街道办事处主任尹躜） 25.5 21.9 16.4 67.7 77.4 -9.7 77.1

4 宜兴 徐舍（徐舍镇镇长黄力） 26.1 21.1 23.7 66.7 67.9 -1.2 75.6

5 梁溪 黄巷（黄巷街道办事处主任任钢） 23.5 20.6 14.1 64.5 71.4 -6.9 74.4

5 梁溪 黄巷（北大街街道办事处主任储正军） 23.5 20.6 14.1 64.5 71.4 -6.9 74.4

江阴市澄江街道党工委书
记叶韩清

当月不达标
且环比降类

Ⅲ Ⅳ江阴市 不达标 总磷（0.285，超Ⅲ类标准0.40倍）
生化需氧量（5.7，超Ⅲ类标准0.43倍）

1 彩云大桥 省考

江阴市长泾镇党委书记薛
建国；
锡山区东港镇镇长高杰

连续2月及以
上当月不达标

Ⅲ Ⅳ江阴市
锡山区

不达标 溶解氧（4.1，低于Ⅲ类标准18%）
总磷（0.28，超Ⅲ类标准0.40倍）

3 晃山桥 省考

宜兴市丁蜀镇副镇长史成
俊

连续 2月及以
上当月不达标

Ⅲ Ⅳ宜兴市 不达标 溶解氧（3.1，低于Ⅲ类标准38%）4 双桥港 省考

宜兴市丁蜀镇党委副书记
伍震球

连续 2 月及以
上当月不达标

Ⅲ Ⅳ宜兴市 不达标 溶解氧（3.2，低于Ⅲ类标准36%）5 八房港 省考

本报讯 昨晚，“梅馨江南”市
锡剧院建院70周年锡剧艺术盛典
在市人民大会堂举行，市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华博雅，孙志亮观看演出。

无锡市锡剧院前身是无锡市锡
剧团，创建于1951年。作为锡剧剧
种发源地院团，剧院为地方锡剧艺
术的发展、无锡地域文化的传播做
出了较大贡献。建院70年来造就
了大批富有成就和影响的艺术家，
尤其是王彬彬、梅兰珍创造的“彬彬

腔”“梅腔”两大艺术流派，一刚一
柔，家喻户晓。

盛典演出中，6位中国戏剧梅
花奖得主、20余位锡剧名家携手优
秀青年演员联袂登台，共同演绎了
《珍珠塔》《孟丽君》《金玉奴》等经典
剧目以及《红花曲》《太湖儿女》《江
姐》等现代戏，还有《江南雨》《蝶恋
花·沈琬》等原创剧目，凸显锡剧院
流派艺术特色，彰显锡剧院70年的
深厚艺术积淀。 （韩玲）

纪念市锡剧院建院70周年

“梅馨江南”锡剧艺术盛典举行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百年风
华，再启新程。习近平总书记在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
强调指出：“我们要用历史映照现
实、远观未来，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
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
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
续成功，从而在新的征程上更加坚
定、更加自觉地牢记初心使命、开创
美好未来。”以史为鉴，开创未来，我
们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必须坚
持紧紧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必
须坚持改革创新，必须坚持全面从
严治党，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
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在做强条
线事业、服务发展大局的过程中迈
出新步伐、增创新优势、开辟新高
度，全面开启机关事务工作现代化
建设新征程。

感悟思想伟力，筑牢信仰之
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深入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并开
展专题研讨，突出重点、创新形式、
结合实践，在学深悟透上下功夫，深
刻感悟思想伟力，为开启机关事务
工作现代化新征程夯实信仰之基。

要进一步学习“三牛精神”，将
饱满的信念信心、热情激情转化为
推动机关事务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具
体行动；践行“工匠精神”，努力实现

“优质服务、有力保障、精细管理”的
工作目标；砥砺奋斗精神，切实发挥
好机关事务管理服务保障的“总枢
纽、总协调、总管家”作用。将党史
学习教育和学习贯彻市委全会、党
代会精神、“两在两同”建新功行动、

“三强三促”开新局主题活动、“千名
干部百项攻坚行动”紧密结合。精
心绘制机关事务高质量发展“十四
五”新蓝图，为无锡勇做全省“争当
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排头兵
贡献力量。

践行为民宗旨，提升服务效
能。一百年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
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
在人民。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
不仅要让广大党员干部受洗礼、有

提升，更要让群众受教育、得实惠。
坚持严管与厚爱相结合，进一

步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建立健全干
部职工挂职交流机制，继续选派优
秀年轻干部赴国家和省级机关学习
锻炼，选派工作人员参加全国两
会、北戴河暑期保障和“长三角”机
关美食展示交流活动。继续强化与

“国二招”的党建联盟，组织开展联
学联建联动活动。扎实开展疫情防
控工作，持续完善“指尖上的微服
务”。重点致力于解决机关干部群
众“急难愁盼”问题，在已有樱花季
开放市民中心停车场、便民服务车、
百尺书屋等项目基础上，全面完成
机关事务15件“关键小事”，建成机
关事务“一网通办”系统、建设车辆
访客预约系统，不断丰富深化机关
事务“三心三品”服务品牌内涵，着
力提升服务保障效能。

深化改革创新，开启崭新征
程。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明确我
市机关事务工作现代化建设的主要
目标。在服务地方大局、中心工作
中旗帜鲜明讲政治，彰显“政治机
关”属性；在规范权力运行、加强党
政机关内部管理和建设中履职尽
责，彰显“行政机关”属性；在合理配
置使用资源、整合强化服务保障中
担当作为，彰显“服务机关”属性。

主动践行新发展理念，全面加
强机关事务法治化、标准化、信息化
建设，结合地方实际，配套完善机关
运行保障管理办法、制度细则和地
方标准，为规范管理、依法施政奠定
扎实的制度基础。

积极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系
统谋策与精准施策相结合，推动机
关事务工作改革创新发展。以创新
促创优，深入开展国家级示范点和
专项试点实践。全力推进国管局

“公务用车平台示范点”建设、“数正
云”专项试点和“两化融合”专项试
点工作。深化南京大学机关运行保
障研究中心（无锡）建设。继续推进
机关运行保障方式、业务流程和服
务模式数字化智能化，奋力推动机
关事务工作现代化建设走在最前
列。

学习百年党史 汲取奋进力量
开启机关事务工作现代化建设新征程

无锡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 宗翡

新吴区硕放街道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谋篇布局，一批道路、景观、
医院、养老院、学校、安居房等民生项目纷纷落地、陆续开工。2021年-2023
年，街道投入民生领域项目建设资金将超60亿元。

图为新建的空港中央公园一景。 （宗晓东 摄）

本报讯 昨天，第五届江苏省
文华奖展演活动告一段落。作为专
业艺术领域省政府最高奖，江苏省
文华奖分为舞台艺术和美术书法两
大类。据市文广旅游局介绍，无锡
共有2台大型剧目、4个小戏、4个
舞蹈、2首歌曲和1部民乐作品共计
13台演出入选优秀舞台艺术作品

展演，还有5件书画作品入选优秀
美术书法作品展。

入选的2台大型剧目中，市锡剧
院的现代锡剧《蝶恋花·沈琬》和歌
舞剧院的舞剧《歌唱祖国》两部作品
皆是立足本土，注重讲好无锡故事，
经过多次演出实践，不断打磨出的
文艺精品。 （张月）

13台演出、5件书画入围省文华奖

本报讯 国庆假期一结束，位于
深圳太子湾商务区的一处商业办公用
房里，丈量、测绘、招投标，响起了装修

“前奏曲”。这个2200平方米的办公载
体，是上个月惠山科创集团为打造无锡
惠山（深圳）离岸创新中心而新购置
的。“依托中心主动对接粤港澳大湾区，
使之成为惠山区在经济前线的窗口，实
现孵化培育在深圳、产业落户在惠山
区。”惠山区商务局副局长叶铭江说。

一个是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心城
市，一个是长三角的几何中心城市，在
两大国家战略用如椽巨笔书写大未来
的进程中激情相拥，正不断碰撞出璀
璨的火花。本月，无锡重磅推出的太
湖金秋招商月，开幕大戏就放在深圳，
13日-15日2021无锡（深圳）经贸科
技招商活动将在南海之畔掀起一波

“太湖潮”。事实上，抓住大湾区向国
际一流湾区、世界级城市群升级迭代
而带来的发展机遇，这两年来无锡立
足太湖湾、积极融入长三角、主动对接
粤港澳，频频牵手充满活力、技术溢出
效应强劲的深圳，两座城市相互成就、

相得益彰的产业发展格局正在形成。
2019年，国内无线通信天线系统

及基站射频子系统的领军企业摩比集
团，携5G核心材料生产技术来到5G
试点城市无锡，在钱桥街道投资建设
了5G新材料项目及通讯技术联合重
点实验室。正在全力推进传统产业转
型的钱桥街道，借此项目获得了一个
重要的新兴产业落户机遇。如今，5G
新材料项目已进入批量生产和供货阶
段，实验室也在加快建设中，启动后将
能实现通过高端人才和团队的招引，
促进当地5G产业链的造链、补链、强
链、延链。

深圳有技术、人才等突出优势，而
无锡有着雄厚的制造业基础，优势互补
中蕴含着协同发展的无限可能性。宜
兴环科园与华润环保合作，关停搬迁原
年排放二氧化碳600万吨的热电厂，原
地建设零碳创新中心；江阴高新区与深
业集团合作，打造成聚合生产制造、中
试成果转化、生产企业总部和生产配套
等功能于一体的产业集聚地……在两
市的同频共振中，企业永远是最活跃的

市场主体。深圳市锡商商会秘书长徐
英霞介绍说，锡商在深圳投资建办了
200余家企业，在智能制造、新材料、IT
互联网、人工智能等领域加深两地的产
业链协同配套，有的甚至成为细分市场
的“隐形冠军”，为深圳建设贡献力量的
同时也成就了企业的自身发展。在商
会的牵线搭桥下，不少在深圳的锡商

“凤回巢”在无锡投资落地了包括激光
光电与传感、芯片、电子元器件等10多
个项目，投资总额约28亿元。

从“制造强市”迈向“智造强市”，
无锡的主动对接“深”度合作的目标越
发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两地一致
的主攻方向，去年8月无锡（深圳）新
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合作交流活动在深
圳举行，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推
介、重点企业战略合作、产业链深度对
接等内容展开了一系列活动。合作交
流会上，54个合作项目集中签约，投
资总额达113.3亿元，开启了深锡两
地经济合作交流新篇章。如今，锡凡
半导体、硅基OLED微型显示芯片
（器件）研发生产等项目已陆续投产，

为无锡新兴产业发展提供着新动力，
同时也深化了产业的集群效应。

科技合作，是无锡对接大湾区的
另一大着力点。无论是创新型企业还
是科创人才，都需要优质的创新平台
载体来孵化承载。今年4月，在深圳
福田区天安科技创业园内，江阴高新
区（深圳）科创孵化器揭牌。江阴高新
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陈兴
华表示，借助深圳的吸引力，集聚一流
的创新资源、创新人才，将优势资源高
效导入江阴高新区，为园区的创新发
展注入澎湃动能。短短数月，已有无
锡野马数字技术、江阴市嘉昇科技信
息、无锡仁钜信息科技、合建康复技术
研究等多家企业入驻。

滨湖区（深圳）创新创业服务中
心、锡东新城（深圳）海外人才创新中
心、经开区深港协同创新中心、宜兴

“一带一路”环境技术转移与产业孵化
器……今年以来，各个板块都在积极
推进着“科创飞地”的建设，以打通人
才流动的“中梗阻”，架起科技对接的

“快车道”。 （祝雯隽）

产业协同发展走向深入 科创对接架起快速通道

“深”合作，无锡加速拥抱大湾区

（上接第1版）全力支持配合，主动接
受监督，客观反映情况，精心服务保
障，严肃抓好整改，确保取得实效长
效。要以此次巡视监督为强大动力，
围绕市第十四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
务，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奋力夺首胜、
开新局，当好排头兵。

省委巡视组在无锡市巡视期间
（2021年10月12日-11月19日），设

专门值班电话：0510-88991151，接
收短信手机：18118992704，专门邮
政信箱：江苏省无锡市A332号邮政
信 箱 ，电 子 信 箱 ：xunshisan-
zu2020b@163.com，同时在无锡市

观山路199号市民中心1号楼北门东
侧设置联系信箱。巡视组每天受理电
话时间为：8:00-18:00。巡视组受
理信访时间截止到2021年 11月 16
日。根据有关规定，省委巡视组主要

受理与涉粮工作相关的问题反映，重
点是涉及反映无锡市领导班子及其成
员、省委管理的其他干部以及下一级
主要负责人、相关重要岗位党员干部
（含已离退休、已调离）涉粮问题方面
违纪违法问题，特别是粮食购销领域
官商勾结问题。其他不属于本轮专项
巡视受理范围的信访件，将按有关规
定处理。 （周晓方）

省委第三巡视组对无锡市开展
涉粮问题专项巡视工作动员会召开

（上接第1版）
徐一平指出，这是本届人大唯一

的一件大会议案决议，市人大常委会
高度重视，连续三年把督办议案决议
作为履职重点，创新方式方法，强化监
督问效，通过一系列监督“组合拳”，着
力察实情、谋对策、促落实。他说，三
年来，市政府围绕抓好议案决议落实，
加强组织领导，高位统筹谋划，强化要
素保障，聚焦重点发力，打造了一批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的样板村、美丽乡村
示范村和示范带，全面推进了无锡美
丽乡村建设。

徐一平强调，下一步，要提高政治
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以更高的政治站位、

更实的工作举措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
设美丽乡村；要坚持接续奋斗、全力攻
坚克难，在总结三年来实践探索基础
上，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尊重规律统
筹推进，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突出重点
建设好“五园五区六带”；要坚持问题导
向、注重精准发力，通过农业提质增效、

集体经济联合发展、深化改革创新，促
进农村富民增收，进一步激发美丽乡村
建设新动能；要着眼长远、健全长效机
制，引入市场化管护机制，引导村民积
极参与共治，发挥党建引领，严格督查
考核，强化制度建设，营造比学赶超浓
厚氛围，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美丽
乡村建设走上标准化、常态化、长效化
轨道，为谱写“强富美高”新无锡建设崭
新篇章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尹晖）

市人大常委会视察美丽乡村建设议案决议实施情况

（上接第1版）

创新生态，打造科创综合体
学深圳要学的是它不断自我迭代

的创新能力。
不管是把载体建到前端还是把载

体引到家门口，首先要问自己：我有什
么可以吸引别人来？

星河world打开了关于“本我”
创新的新世界。一家民营地产公司可

以做到用租金抵股权，布局20个城
市，运营及在建180万平方米面积，投
入超200亿元配套产业基金，吸引众
多创业公司打造创新生态，孵化出一
批上市公司，走出了一条“产、城、融、
投”的产业运营路子。

在楼宇里，有公共实验室，创业的

中小企业就来了；有科创载体，研究机
构就来了……把资金化作科创能力、
载体平台，把有限的空间资源建设成
科创综合体，让人才、项目在无锡找到
一定要来的理由。据了解，我市将引
入产业运营模式，在各区投入相当规
模的科创综合体，整合盘活现有楼宇

资源。据星河控股集团副总裁陈朝朝
介绍，集团将与经开区共建“长三角-
粤港澳产业创新合作（无锡）示范区”，

“既为合作共建伙伴，也是为两地产业
合作搭建桥梁。”

城与城相连，共建开放协同的区
域创新体系，随着“科创飞地”的链接
与科创载体的产业赋能，无锡、深圳这
两座城市，科技创新的“乘数效应”正
叠浪而来。

科创磁场形成双城“乘数效应”

（上接第1版）在深化教育综合改革、
统筹规划建设奥体中心等一批重大
公共设施、引进高水平体育赛事方面
也有一系列实在举措。同时，为率先
建立推动共同富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
体系等指出了“路径”，明确要让居民
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更加协调，农民
市民不再有明显身份界限、城乡生活
不再有明显落差，率先形成以中等收

入群体为主的橄榄型社会结构。所有
的这一切，都将为无锡在更高水平上
实现幼有善育、学有优教、病有良医、
住有宜居、老有颐养、弱有众扶，成为
共同富裕的示范引领区打下坚实基
础。我们要围绕就业、教育、医疗、住

房、交通、养老等老百姓“急难愁盼”问
题办好民生实事，聚焦群众操心事烦
心事揪心事实施更多“微幸福”工程，
让更多民心所向、基层所盼的惠民政
策落到实处、惠及群众。

民生在勤，勤则不匮。保障和

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
的新起点。以人民之心为心，带着
感情和责任去做民生工作，是我们
干好一切工作的主轴和主题，只要
我们勤于排忧解难、攻坚克难，勤于
绵绵用力、久久为功，就能汇聚起现
代化建设的“最强正能量”，把人民
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步步变为
现实图景。

厚植为民情怀，共绘普及普惠画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