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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河，
一片城，
一个主张
——新吴区“协同治水”的“融生态”效应

梅村：打造民主议事新模式
梅荆三社区探索社区治理新形式，鼓励社区
党员代表、居民代表等积极参与“善治梅三”社区
协商议事讨论。协商议事初期将搭建好议事平
台，
逐步引导居民转变角色，
以主人翁意识参与议
事环节；社区民主议事会成立以后，将对社区“老
大难”
问题进行集中协商讨论，
正视社区治理中的
痼疾顽症，
敢于面对
“陈旧性疤痕”
，
帮助社区提高
治理效能。

本报记者 单红

江溪：启动居民小区电梯“美容工程”
为保障居民乘坐电梯的安全，江溪街道规划
建设科于 3 月 23 日完成了“各小区电梯轿厢内壁
及底板更换不锈钢板工程”
的招标工作。

鸿山：
探索社区管理“智慧码”

近 3.7 公里景观河四季有景可赏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
鹭上青天。”
知道此诗的请举手！想
必，
应者甚众。
对！这是“诗圣”杜甫的佳
句，
妇孺皆知。
当传诵千年的诗 ，跃出宣
纸，走入现实，是怎样的场景?春
暖花开的时节，不妨到伯渎河
边走一走——“七里画廊”，将
在四月底雏形初显。
“生态环境好不好，飞禽最
有说服力。”新吴区住建局相关
负责人说起这样一幕：节后区
领导实地查看重点民生工程复
工情况，行至伯渎河边，不时有
白鹭翩然飞过，
周遭鸟语花香。
万物复苏的春天 ，无锡争
创全国生态园林城市全面启
动。在这场提升城市颜值与品
质的竞赛中，站在全市高新产
业“极点”的新吴区，
“ 贡献值”
在哪里?答案，部分“藏”在一条
古老运河的流变中。
故事 ，让我们从伯渎河说
起：她是母亲河，也是景观河；
是文化河，更是生态河。新吴
区辖区拥有六大街道，除新安
外，伯渎河流经硕放、旺庄、江
溪、梅村、鸿山五个街道。软泥
青荇、柔波荡漾，伯渎河离不开
区本级统筹五大街道“协同治
水”形成合力，而治理过程中集
文化保护、生态修复、体育运动
于一体的“融生态”效应，正是
新吴区政贵有恒的产城融合
“生态主张”
。

橙红与中灰色各占半幅路面的骑
行道，以“海绵路”标准设计，已经辅就；
茂密的香樟苗圃，经“梳理”后疏朗有
间，气息顿时轻快起来；软泥上的青荇，
油油的在水底招摇，柔波荡漾；原本的
河岸陡坡，经整治后以自然坡度“滑”入
水中，揉碎了浮藻；岸边的樱花开了，与
水杉隔河相望，
岁月静好。

“受疫情影响，伯渎河生态整治进
度一度按了‘暂停键’。为保障重大民
生工程稳步推进，伯渎河生态治理工
程成为区首批复工项目，4 月底一期施
工绿地可出效果。”据介绍，最近两周，
水生植物就该“入河”了。不难想见，
那时，波光里的艳影，将在观者心头荡
漾。

采访中得知，伯渎河（锡兴路—高
浪路）生态环境治理工程总长度 3640
米，骑行健康步道总长度约七公里，自
去年 8 月启动，目前一期工程已进入冲
刺阶段。循着“梦回伯渎、七里画廊”这
一主题，在视觉体系上，充分体现“春赏
樱、夏观荷、秋赏叶、冬品梅”的特点，换
而言之，
四季有景可赏。

鸿山街道鸿运苑第二社区利用“锡康码”特
性，在小区智慧门卡系统上进行优化探索，变“锡
康码”
为社区居民进入小区的身份
“智慧码”
，
对摸
清社区居民底数、小区居住人员信息库的实时动
态管理，
尤其是针对群租房人员管理，
起到不小的
帮助。同时，
该举措也大量减少了小区门岗人力，
有效提升了社区工作的合理性。

五大街道“协同治水”有融乃强
祥生医疗接到意大利大单
梅村街道的杨伟新，近日在朋友圈
发了一组图片——玉兰花开伯渎河。
梅村人如此重视伯渎河，因为这条河是
梅里古镇一张“文化牌”，该出手时就出
手，美给你看。
鸿山街道也把伯渎河当成鸿山旅
游度假区的一个“卖点”来吆喝：在鸿山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本体保护与陈展建

设中，水上看遗址也是一大特色，水系
的主干就在伯渎河。
因水而生、凭水而兴。穿越五个街
道的伯渎河，河道两侧集聚了居住、产
业和文化等功能区。新吴区通过恢复
伯渎河生态体系，进一步完善市民生活
配套设施，增加文化、体育、运动等设
施，
有融乃强。

所以，无论从生态环境整治的角
度，还是发展水上旅游的视角，或是，提
升沿河百姓的幸福指数，一条清澈的伯
渎河，才是硕放、旺庄、江溪、梅村、鸿山
五个街道的“共同需要”。那么，唯有
“协同治水”，同频共振、融合发力，才能
拥有一方绿水青波，打造一个产城融合
示范区域。

无锡百联奥莱迎来销售高峰

江南首条人工运河有底蕴可探
“协同治水”，不仅体现在新吴区五
大街道在地理空间上的携手共进，还映
射在以治水为契机，充分挖掘地方文化
特色底蕴，融文化保护于其中，文化生
态与环境生态相融相伴。
伯渎河上故事多。这条有着 3200
多年历史的河流，是江南地区开凿的第
一条人工运河。沿着这条河道，泰伯文
化贯穿始终，河道治理也因此提炼出泰
伯奔吴、梦回伯渎、立国梅里这条时间

线，通过揽月桥、凤鸣桥首尾呼应，形成
龙头凤尾之势。
伯渎河边趣事多。据区公共文化
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在伯渎河治理
过程中，沿河一处市级文物遗迹控制
保护单位也得到妥善保护。该市级文
控单位名为“圣塘桥”，古桥已有七百
多年的历史，桥堍两侧与建桥时种植
的两棵“何首乌”也已有数百年。此次
河道治理，古桥得到妥善保护，成为沿

近日，意大利政府启动新冠肺炎应急医疗物
资采购，祥生医疗国际部接到意大利客户紧急来
电：政府招标需要一批笔记本彩超供 ICU 重症监
护室使用！对方要求以最快速度发货。祥生医疗
公司高层牵头，
迅速成立意大利紧急救疫小组，
协
同国际销售部、生产、采购、商务、临床以及祥生欧
洲办 10 多位同事连夜开会，
2 天内火速发货。

河一景。
泰伯问月、星梦奇缘、吴风雅集、风
闻清荷、花行碧影、杉林雅径等规划中
的景点，随着伯渎河生态治理的推进，
正一一由蓝图变为现实。
撩人春色是今年！融文化保护、融
运动休闲、融生活配套，通过“协同治
水”，波光潋滟的伯渎河，正以其“融生
态”效应，力争成为无锡争创国家生态
园林城市的加分项。

上周日，无锡百联奥特莱斯购物广场单日销
售额达到 547.75 万元，成为节后恢复营业单日销
售最高峰。据了解，为了保障顾客购物环境安
全，该广场要求顾客必须戴好口罩，持有“锡康
码”绿码方能进场消费，并联合商家做好顾客入
店测量体温的工作。

12 家非公企业上了一堂创新党建课

全国自强模范严三媛

带领盲人艺术团用诗与歌助力战“疫”
全国自强模范、江苏“最美巾帼人
物”、无锡市优秀共产党员、无锡好轻松
盲人推拿按摩有限公司董事长……最
近，严三媛又有了一个新身份——盲人
艺术团团长。疫情防控期间，她改编演
唱了《平安是福》
《为了谁》两首歌，朗诵
了一首诗《送给健康》，带领盲人艺术团，
用诗与歌为奋战在战“疫”一线的英雄们
加油鼓劲。
“不能奋战一线，可以自我隔离！不
能冲锋陷阵，可以助威呐喊！虽然我们
是特殊群体，但我们的心与祖国永远站
在一起……”感人的歌词、诗句唱出了严

三媛对抗疫的关注与支持。严三媛表
示：
“虽然我看不见，不能去战‘疫’一线，
但我是一名党员，听到外面疫情严峻的
消息也很着急，所以我用唱歌、朗诵、捐
赠防疫物资等方式贡献自己的一分力
量。
”
不仅自己身体力行，严三媛还带领
艺术团的团员一起助力战“疫”。疫情防
控期间，她一天也没有休息，组织音乐老
师每周微信上云授课。艺术团团员通过
语音练歌、练琴，让不方便出门的盲人在
家也能拥有丰富的娱乐生活，同时也为
今年的公益演出积极排练。
“ 疫情结束

企业党建工作怎么创新？3 月 19 日，无锡市
高新区企业党委联合新吴区新时代党建文化创新
研究中心在民生大厦六楼开展企业党委党建创新
项目培训,通用电气医疗、索尼数字、松下能源、约
克、济民可信、特瑞堡、先导智造、闻泰科技、阿尔
卑斯、电装天电子、博世、阿斯利康贸易 12 家非公
企业党组织负责人和党建指导员学习了如何拓展
工作思维及先进地区的党建工作经验。

后，我们将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把精
彩又充满正能量的演出送到敬老院、托
养中心等需要我们的地方。我们也欢迎
更多喜欢唱歌、有艺术特长的盲人朋友
加入我们的艺术团。
”
严三媛说。
据了解，严三媛组建的盲人艺术团
前身是“新吴阳光艺术团”，已经成立 15
年，这个艺术团由 30 多位盲人组成，是
一家社会公益组织，之前一直由企业赞
助，她也是其中的团员之一。去年艺术
团解散后，她主动“挑担”，只为给广大盲
人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丰富他们的艺
术文化生活。
（刘丹）
不到园林，
怎知春色几许？花期已到，
春色撩
人，
新吴邀您去赏花。
（宗晓东 摄）

让市民吃得更放心

农贸市场肉菜追溯体系今年全覆盖
市民到菜市场买菜，利用“追溯码”
可以查看食品的“身份”，通过扫码，商品
的产地、来源和生产日期一目了然，一旦
出现食品安全隐患，监管部门也能根据
信息迅速找到责任人。从新吴区商务部
门获悉，今年 18 家农贸市场将实现肉菜
追溯体系全覆盖，让市民吃得更放心。
肉菜追溯体系建设是新吴区推动农

贸市场升级改造的“标配”之一。近几
年，新吴区对农贸市场分批改造，农贸市
场经过改造后，在环境建设方面将向超
市靠拢。目前，春潮农贸市场已改造好，
市场环境焕然一新，6 月份将安装好追溯
系统。
为提高农贸市场升级改造水平，新
吴区还积极借鉴外地城市的经验。在温

州，新吴区各街道考察了现代菜篮子集
团下属的新田园农贸市场、巾帼农贸市
场和松台农贸市场，这些农贸市场先进
的管理手段，让新吴区的一些农贸市场
产生了浓厚兴趣，并邀请浙江相关单位
参与自身改造。
新吴区还运用物联网技术建设“智
慧市场”。其中新安感知农贸市场是全

税务局为复工复产提供政策红利
国首家以“感知”为特色的大型现代化农
贸市场，实现感知网络、感知追溯、感知
结算、感知计量、感知监控五大技术的应
用。据了解，今年新安感知农贸市场智
能化改造完成后，老百姓买菜，将从停
车、扫码支付到扫描买菜小票上的二维
码溯源等体验到全新的智慧化服务。
（小张）

近日，无锡高新区税务局以“高新税月党旗
红”
党建品牌为抓手，
为复工复产提供一系列精准
政策红利，给企业迅速梳理疫情防控期间的各项
税收优惠政策；
“云课堂”
分行业细化辅导；
严格按
照政策要求，
抓好延期申报、延期缴纳税款的审核
工作；
开通留抵退税绿色通道，
加快出口退税审核
速度，截至三月中旬，共审核审批退（免）税额
18.46 亿元，其中应退税金 8.59 亿元，切实缓解出
口企业资金紧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