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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3月24日，省大运河文
化带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领
导小组召开会议。省委书记、领导小
组组长吴政隆主持会议，他强调，要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和
长江文化保护传承弘扬的重要讲话重

要指示精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使命
担当，狠抓工作落实，推动我省大运河
文化带和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走在
前列，为传承中华文明、彰显文化自信
贡献江苏智慧力量。省长、领导小组
第一副组长许昆林参加会议。市领导
杜小刚、李秋峰、吴建元在无锡分会场
参加会议。

会议审议了《2022年全省大运河文
化带和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要点》《世
界级运河文化遗产旅游廊道建设实施方
案》和《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江苏段建设推
进方案》。

会议指出，大运河与长江是中华民
族的代表性符号，是中华文明的标志性
象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运河文化保

护传承利用和长江文化保护传承弘扬的
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为我们推进大
运河文化带和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提
供了根本遵循。长江和大运河，一横一
纵、畅通东西、贯通南北，构成江苏发展
的坐标轴。中央把江苏确立为两大国家
文化公园重点建设区，既是对江苏的高
度重视、殷切期望，（下转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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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政治站位强化使命担当狠抓工作落实
为传承中华文明彰显文化自信贡献江苏智慧力量

许昆林参加

本报讯 又到樱花烂漫时，相聚“云端”共赏花。3
月 24日，2022无锡“国际月”暨国际赏樱周开幕式举
行。受疫情形势影响，本次活动采用视频在线方式进行，
以花为媒与外国友人畅叙友情、共话合作。省委常委、常
务副省长费高云视频致辞，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
长姜江、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副会长罗林泉线上致辞，省人
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柏苏宁线上参会，市长赵建军致辞，
韩国驻上海大使衔总领事金胜镐、日本驻上海大使衔总
领事赤松秀一、荷兰驻华大使馆卫生福利和体育参赞史
明康、荷兰驻上海总领事馆副总领事康如幸等线上出席
活动。省外办主任孙轶，市领导徐劼、周文栋、叶勤良，市
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王锡南、市政府秘书长陈寿彬参
加活动。柬埔寨、新西兰等国友城官员，新加坡、马来西
亚、西班牙、德国、菲律宾等外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及商务
机构代表，相关跨国企业代表参加有关活动。

费高云对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江苏经济社会发展的各
界人士表示感谢。他说，江苏始终领中国开放风气之先，
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进入新发展阶段，
我们将主动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不断提升投资贸
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持续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
营商环境，努力将江苏打造成更具吸引力和竞争力的投
资目的地，深化拓展与各国更高水平更宽领域的合作共
赢。无锡是江苏经济最发达、对外交流合作最为活跃的
城市之一，“国际月”暨国际赏樱周活动的举办必将有力
推动无锡深化全方位对外开放，进一步提升城市的影响
力和美誉度。希望与会嘉宾加强沟通交流，深化务实合
作，共同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姜江在致辞时说，无锡国际赏樱周是对外展现无锡
城市魅力的一张靓丽名片，也是促进中外人民友好的一
个重要平台。今年无锡将“国际赏樱周”升级为“国际
月”，设计了城市友好交流、国际产业对接、创新创业大赛
等多个板块，致力于打造国际性地方民间交往和综合经
贸文化交流平台，必将有效促进无锡对外开放和中外人
文互鉴。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将一如既往支持地方政
府加强对外交往、深化国际合作，与世界各国友人一起推
动民间友好交流合作，增进彼此了解与互信，共守和平、
共续友谊、共谋发展、共创未来。

罗林泉对活动的举办表示祝贺。他介绍，在开幕式
上启动的第四届“一带一路”百国印记短视频大赛，邀请
共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众共同参与，将以短视频形
式讲述多国民众交流互鉴、心灵相通、命运与共、共创美
好未来的动人故事。相信在各国民众广泛参与下，和平、
友好、共赢的种子一定可以像无锡的樱花林一样聚木成
林，在春意盎然的大地上绽放出绚烂的花朵，为人类文明
交流发展增添亮丽的色彩。

赵建军对线上线下参加活动的嘉宾表示欢迎。他
说，在世纪疫情的冲击影响下，大家一道打破空间的距离
阻隔，连续第8年举办无锡国际赏樱周、首次举行“国际
月”活动，实为不易、倍显珍贵。无锡将主动融入国家对
外开放大局，营造更加优质的开放环境，打造更加高端的
开放平台，创造更加丰富的开放成果，持续扩展“朋友
圈”，推动开放形象如樱花般享誉四海、绚烂多彩。热忱
欢迎各国友人多来无锡走走看看，带动更多朋友认识无
锡、关注无锡、选择无锡，同心协力推动合作共赢向更高
质量迈进，携手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下转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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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3月23日夜，我市接外
地疾控部门协查函，当地一名核酸检
测初筛阳性人员在我市某批发市场有
活动轨迹。24日上午，市委书记杜小
刚召开视频点调会，对做好当前疫情
防控工作进行再部署再压实。杜小刚
强调，全市上下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
作的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
务院的决策部署上来，按照省委、省政
府最新要求，抢抓“黄金24小时”，争
分夺秒、多措并举，确保数据见底、排
查彻底，全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市长赵建军23日晚第一时间部署相
关工作。市领导陆志坚、秦咏薪、马
良、吴建元在主会场参加会议。

当天，杜小刚在市新冠肺炎疫情
联防联控指挥部，听取相关板块和部
门当前疫情防控工作汇报。他说，当
前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决不能产
生“歇歇脚”心理，必须进一步压实

“四方责任”、落实“四早”要求，在全
力以赴做好应急处置的基础上，不放
过任何一个疑点，不放松任何一个细
节，及时复盘总结、及时打好“补丁”，
确保各项工作不留死角缝隙、快速精
准有效。

杜小刚对做好当前工作提出明确
要求。一要快速流调溯源。坚持下发
数据核查、重点方向主动排摸、引导居
民自我报备“三管齐下”，同步推进划
圈与流调工作，有效兼顾精准性和全

面性，力争第一时间将潜在风险隐患筛
出来、管到位。二要严守入锡通道。按
照“逢车必检、逢车必查”原则，对所有入
锡车辆及驾乘人员第一时间查身份、明
轨迹、测核酸，在确保安全畅通的前提下
应检尽检，并严格追踪人车动向，确保底
数清、情况明。三要严控风险隐患。严
格落实重点人员集中隔离、居家健康监
测等措施，加密核酸检测频次，加大重点
场所消杀和环境采样力度，尽快研究上
线集行程卡、健康码、核酸检测结果、疫
苗接种情况等于一体的“场所码”，提高

“早发现”能力。四要强化能力建设。根
据现有能力提早谋划、科学布局，建设
好、维护好核酸检测点、健康驿站等各类
场所设施，加快培养流调、采样、消杀等

专业人员力量，强化重点物资保障，加快
推进加强免疫接种工作，切实织密扎牢
疫情防控网。

3月23日夜，获悉外地一名核酸检
测初筛阳性人员在我市有活动轨迹情况
后，根据市委工作要求，赵建军第一时间
主持召开市疫情联防联控指挥部会议，
分析研判疫情形势，对各地快速果断处
置疫情作出具体安排。他强调，要深刻
认识当前疫情形势和应对此轮关联疫情
的严峻性、复杂性，保持高度警醒、强化
底线思维，抢抓“黄金24小时”严紧细实
落实流调溯源、落地排查、核酸检测、隔
离转运等措施，确保所有关联人员分类
管控到位；要进一步加强农贸市场等人
员密集区域的管理和摸排，（下转第2版）

杜小刚赵建军部署当前疫情防控重点工作

争分夺秒多措并举确保数据见底排查彻底

本报讯 3月24日，在2022
无锡“国际月”暨国际赏樱周启幕
之际，RCEP友城合作论坛暨协
同创新创业大会在我市举办。国
际友好城市嘉宾、外国驻华商务
机构、企业家代表们相聚云端，深
入交流、共促合作，为推动RCEP
落地见效贡献智慧。中国驻东盟
大使邓锡军连线发言，市长赵建
军出席论坛并发言，副市长周文
栋主持论坛，市政府秘书长陈寿
彬参加活动。

赵建军向出席活动的嘉宾表
示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无
锡发展的友城人民表示敬意，向
中国驻东盟使团的大力支持表示
感谢。他说，无锡拥有50个国际
友好城市，与RCEP成员国的经
济交往十分密切。面对百年变局
和世纪疫情交织带来的全球性冲
击和挑战，RCEP的正式实施和
中国政府一以贯之的对外开放政
策，必将为我们加强务实交流合
作提供宝贵新机遇。希望大家以
此次论坛为契机，共商“疫情背景

下国际合作”大计，共建RCEP框架
下国际友城巩固友谊、拓展合作的
平台，携起手来、满怀信心，一起奔
向更美好的未来。期待携手共建贸
易促进平台、产业投资平台、沟通协
作平台，实现更高水平的货物贸易、
服务贸易便利化，共同做大RCEP
框架下国际友城合作的“产业蛋
糕”，推动彼此友谊在机制的加持下
更加历久弥新、多结合作硕果。希
望我们进一步建立和细化完善
RCEP国家（无锡）友城合作机制，
在政府沟通联络、企业投资兴业、市
民友好交流等方面，更加紧密架起
全新的友谊之桥、合作之桥。无锡
将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持续提升政
策、政务、市场、法治、人文“五个环
境”，打响“无难事、悉心办”品牌，为
所有志在无锡、来到无锡的友城朋
友们，提供家一般的温馨，打造宜业
宜居宜游的良好环境。

邓锡军在发言时说，今年是
RCEP“元年”，东亚自贸圈的历史
性诞生将为亚太地区带来巨大发展
红利，（下转第3版）

RCEP 友城合作论坛暨
协同创新创业大会在锡举办

朝阳蔬果临时保供点火速启用
加大蔬菜调运力度，保障市民“菜篮子”稳定

本报讯 3月24日下午，市委书
记杜小刚以“四不两直”方式，来到经
开区、梁溪区、新吴区等地，检查突出
生态环境问题。杜小刚强调，要全面
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扛起

“三大光荣使命”，以建设“美丽无锡”
为目标统揽，以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为契机，坚持问题导向、敢于
动真碰硬，抓好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
改，坚守生态环保底线，让绿色成为无
锡现代化建设最靓的底色。市领导陆
志坚、马良参加调研。

废气乱排、扬尘污染，成为提升无
锡“气质”的瓶颈。位于太湖街道的佳
力胶带有限公司是一家“厂中厂”，走
进设施陈旧的车间，一股刺鼻的气味
扑面而来，只见车间门窗敞开，无组织
废气直接向外排放。杜小刚强调，经
开区寸土寸金，要做好低效存量提升、

优质增量注入“两篇文章”，整体提高
产业层次、产出水平。车辆悄然停在
雪浪小镇未来中心工地门口，杜小刚
并未马上进去，而是让随行工作人员
操作无人机，通过屏幕一窥究竟。随
后，他走进工地仔细查看内部道路保
洁、出入车辆冲洗、裸土覆盖等情况，
尽管当天移动式雾炮机已开启，但工
地上部分挖机作业并无降尘措施。“建
筑工地扬尘治理始终是‘老大难’问
题。”杜小刚要求相关部门切实强监
管、动真格，增加监督检查频次，从严
从重从快处理发现的问题，综合运用

“红黑榜”公示、企业信用评价等方式，
从源头上解决好工地扬尘治理问题。

水，是一座城市的幸福底色。扬
名街道章村浜前期已经过水环境综合
治理，两侧驳岸修葺一新，河道内多个
曝气增氧装置正不停运转。但近期排

查发现，该支浜多个排口在晴天有污水
流出。随行执法人员现场采样、快速检
测，数据显示河道水质氨氮指标较高。
杜小刚站在桥上俯身查看，叮嘱要进一
步做好控源截污，全面落实河湖长制，压
实治理责任，确保条条河道有人管、有人
治，让每一条河道都长制久清。在五八
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码头看到，现场环境
较差、积尘较多，近期排查发现该地还存
在部分泥浆水直排入河的现象。得悉码
头即将拆除，杜小刚要求，要以“两河”整
治提升“一号工程”为抓手，倒排时点、加
快进度，集中力量推进整治提升，推动水
生态、水环境实现根本性好转。

噪音扰民被举报，这家企业即知即
改！下午3点半，走进小天鹅电器股份
有限公司厂区，只见物流车辆频繁进出，
各类作业声此起彼伏。执法人员手中的
检测仪显示，现场音量超过70分贝。闻

讯而来的现场负责人介绍，接到周边居
民反映后，企业通过加设隔音墙、分段作
业等方式迅速整改，目前总体情况已有
明显改善，接下来还将扩建隔音墙，切实
把问题整改到位。“群众利益无小事！”杜
小刚仔细查看现场情况，叮嘱要设身处
地为百姓着想，既要当下改、也要长久
立，加强自身管理，努力把对附近居民的
影响降到最低。

检查中，杜小刚强调，生态文明建设
关乎现代化建设大局，也关系无锡发展
大计。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践行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
当，拿出迎难而上的气魄和动真碰硬的
意志，聚焦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和省、
市专项督查发现的问题，紧盯积弊多年
反复发作的顽瘴痼疾和发生在百姓身边
的突出问题，立行立改、真抓实干，高标
准高质量推进整改工作。（下转第2版）

杜小刚“四不两直”检查突出生态环境问题

动真碰硬抓好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
让绿色成为无锡现代化建设最靓底色

核酸检测采样点设在百姓家门口
一社区至少一点位，力争6小时内出结果

疫情防控 一线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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