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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怡荻

打造全国最节约集约用地城市、全国最干净城市，加强对城
市风貌的管控引导，建成一批美丽宜居街区……近日，一份既接
地气又充满干货的《关于扎实推进美丽无锡建设的实施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正式印发实施。“围绕美丽无锡建设，明确了
八个方面30条重点举措，为美丽无锡建设绘就‘施工图’‘路线
图’，描好‘自画像’，无疑将让美丽无锡建设发力更精准、蹄疾步
更稳。”市委研究室相关负责人说。

明确目标，美丽无锡
更“可感可知、可考可量”

美丽无锡是何模样？只有精准
画好“像”，才能找准发力点。《意见》
明确了到2025年和2035年的两个
阶段性目标。特别是在2025目标
的设定上，实现了定性描述和定量
指标的结合，让美丽无锡更“可感可
知、可考可量”。

在定量目标上，四个任务好懂
好记。例如，明确到2025年，环境
质量更好——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
总量明显下降，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比例达到82%以上，PM2.5浓度降
到35微克/立方米以下；人居品质
更佳——森林覆盖率、建成区绿化
覆盖率分别达到21.3%、43.5%，人
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15平方米以
上，城市公园绿地500米服务半径

覆盖率大于 90%；绿色发展更优
——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产业体系初
步建立，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比提
高到50%，万元GDP能耗降至0.3
吨标准煤；文明程度更高——“全国
文明城市群”建设成果持续巩固拓
展，全市文明程度测评指数保持在
90分以上。

在定性目标上，四个“名城”勾

勒美好图景。到2035年，要全面建
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创新名
城、具有国际美誉度的生态宜居名
城、具有全国辐射力的交通枢纽名
城、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山水文旅名
城，努力建设美丽中国、美丽江苏的
样板城市。

深入推进美丽无锡建设有何深
意？市委十三届十次全会直接用四

个“美”让大家感受美丽无锡与百姓
生活的密切关系：“让城乡环境更加
洁美、城乡品质更加精美、城乡生态
更加优美、城乡生活更加和美。”

“加快建设美丽无锡，不仅是贯
彻落实中央和省有关部署的必然要
求，推动高质量发展、提升群众幸福
感的现实需要，更是提高城市竞争
力、影响力必须回答好的一道时代
命题。”市委研究室相关负责人表
示，当下，人才择优而居、择美而居
已成为必然趋势，只有不断创造更
加宜居宜业宜商宜游的环境升级
版，才能提高无锡的知名度、美誉度
和核心竞争力，为产业强市建设和
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注入更
加强劲的发展动力。

坚持创新，紧扣无锡
实际又展现领跑者姿态

美丽无锡建设是一项系统工
程、全局性工程。下转第2版>>>

《关于扎实推进美丽无锡建设的实施意见》发布30条重点举措

让美丽无锡更可知可感可考可量

“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
是“强富美高”新无锡建设的重要
内容。市委十三届十次全会对美
丽无锡建设作出了全面部署，近日
我市又出台了美丽无锡建设八个
方面 30 条重点举措，让美丽无锡
建设有了明确的“时间表”“施工
图”。无锡经济发达、山水人文资

源丰富、城市文明素养高，我们理
应将一个“内外兼修”美丽迷人的
无锡呈现在世人面前，展现“太湖
佳绝处”的山水灵秀之美、“运河水
弄堂”的江南韵味之美、“千年古吴
都”的文脉悠长之美、“百年工商
城”的务实进取之美、“产业新高
地”的创新活力之美。

这两年，花园城市、公园城市的
建设理念得到越来越多的市民认
可。从城市花园、城市公园到花园
城市、公园城市，不是简单调换一下
词语顺序，其背后是城市发展底层
逻辑的演变。把整个城市当作花园
来建设，打破了城与乡、景区内与外
的界限，山水林田湖草以及建筑、道

路、人等都是城市大花园中不可分
割的组成部分，要共同为大花园增
辉添彩，“城市处处皆是景”才是美
丽城市应有的模样。

城市大花园建设，让大花园美
得有形态有品质，优化市域空间布
局、提升城乡规划设计水准是前
提。下转第2版>>>

不负盛地芳华 铺展最美画卷
本报评论员

本报讯 昨从市政府召开的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我市已启动创建国家
生态园林城市，计划用三年时间对照
相关指标要求，开展加强绿地建设、改
善生态环境、提升市政设施、促进节能
减排等各项工作，向这一生态建设领
域国家最高荣誉发起冲击，通过创建
国家生态园林城市进一步提高城市园
林绿化水平，完善城市生态系统。

早在2004年，无锡就已取得“国
家园林城市”称号，据介绍，国家生态
园林城市是国家园林城市的“升级
版”，指标更高、要求更严、体系更全
面，是目前我国评价城市生态环境建
设的最高荣誉，也是城市建设、发展水

平和文明程度的集中体现。创建国家
生态园林城市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今
年年初，这一创建目标就被写进了我
市政府工作报告。此后，市委市政府
多次召开专题会议，对照《国家园林城
市系列标准》要求，结合“美丽无锡”建
设，研究并通过了《无锡市创建国家生
态园林城市三年行动计划（2020—
2022年）》。

根据该行动计划，今年我市就要
启动重点项目建设，新建综合公园4
个、社区公园6个、游园12个。2021
年，公园绿地要更加均衡连贯，可达、
可入性显著增强，城市山体、水体、废
弃地等生态修复工作有序推进，海绵

城市建设、市政设施建设、节能减排、
黑臭水体整治工作要取得明显成效。
2022年，除了新建任务，还要对标开
展查漏补缺，力争全面达到国家生态
园林城市标准。届时，市区建成区绿
化覆盖率将达到44%，人均公园绿地
面积达到15平方米，万人拥有综合公
园指数不低于0.06，公园绿地十分钟
服务圈覆盖率达95%。

行动计划在推进城市绿地建设、
提升园林绿化景观品质、加强市政设
施建设等六大方面细化了39项重点
任务，其中不乏一些首次提出的亮点
内容。三年创建期内，我市将编制城
市绿道规划，以绿道串联城乡绿色资

源，与公交、步行及自行车交通系统相
衔接，为市民提供亲近自然、游憩健
身、绿色出行的场所和途径。行动计
划还首次提出了“花漫锡城”的目标，
明确要按区域分重点，打造时尚精致
的街区景观，加强公园绿地、道路、滨
水空间和居住区四季景观营造，形成
色彩丰富、季相分明的城市绿化景观。

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是一项惠
民利民的工程。发布会上，市市政和
园林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要力争通过
创建达标，促使我市生态环境建设从
量变走向质变，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态、
生活的需求，在城市中形成人与自然
和谐共处的“理想态”。 （朱冬娅）

向生态建设领域最高荣誉进发

三年行动冲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新吴区市场监管局针对“双节”期间食品生产经营
特点和市民食品消费特点，结合市民关注的热点问题以及日常监督检查中
暴露出的薄弱环节，有针对性地强化监管措施，加大对重点品种、重点区域、
重要环节的食品安全检查，严格防范食品安全事故发生，切实保障节日食品
安全。 （宗晓东 摄）

节前食品安全检查

导 读

太湖应急清淤使用新技术

“臭淤泥”
一刻钟变

“香饽饽”
▶2版

本报讯 安排好一周计划，宜
兴经济技术开发区招商专员陆霄启
程奔赴广深招商分局，开启了本月
第二次驻外专职招商。立足园区重
点打造的集成电路、新能源等产业，
广深招商分局将对接知名企业、行
业专家等，捕获一批信息项目。每
月长达20多天的驻外招商，招商人
员拜访了哪些企业、接触了哪些客
商、获取哪些有效信息等都记录在
园区搭建的线上招商系统内。这些
记录将作为项目看板式跟踪、服务
阶段式跟进的重要依据，让招商护

商“事事有落实、件件有人办”。
“我们要做不打烊的‘春来茶

馆’。”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
管委会副主任裴焕良说。改变传统的
等信息上门、比拼优惠政策等招商模
式，经开区从客源、店小二、服务三处
着手，排兵布阵京津、广深、沪杭、西南
四大招商分局，以优质服务让“近者
悦、远者来”。

在“春来茶馆”里，学习不打烊与
招商不打烊相辅相成，研究深人一层
换来的是动作快人一步。“从重接待到
讲专业，我们希望用专业性招商将项

目请进门。”经开区招商局局长朱晨
辉坦言。去年4月，园区开设“招商新
军讲习班”，针对园区主导产业，40多
位招商护商专员每月通过专题讲座、
情景模拟等开展专题培训与研究。
今年，“讲习班”升格为“提升班”，进
一步提升“店小二”业务水平。一纸
调研报告助攻50亿元大项目一个月
内落户。去年，经开区布局氢能产业
后，广深招商分局便开始了长达半年
多的调研，期间到访了广东、上海等
多地企业，还将行业专家请到宜兴开
展专题培训。下转第3版>>>

宜兴经开区全国排名三年跃升114位

服务不打烊赢来项目接踵而至 平均占地面积达8000平方米
的“大方块”车间，一共有14个，整
齐地排列在惠山区洛社镇一隅。在
这些车间里，零星散布在126台机
器人操作台附近的工人们，正在把
做好的汽车零部件取下码好，待检
验完成后装箱发货。这是近日记者
在无锡威卡威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里看到的场景，而这家企业，前不久
获评2019年度省重点工业互联网
标杆工厂，是无锡市5家、惠山区3
家企业之一。“惠山区将智能制造和
工业互联网建设作为发展数字经济
的重要核心举措。”惠山区工信部门
相关负责人介绍，互联网标杆工厂
已成为该区产业发展的“数字经济

地标”、推动全区企业转型升级的“新
引擎”。

产业工人年轻化，是互联网工厂
的一个标志。刘万涛今年30岁，已是
氧化车间主任，站在一台崭新的电脑
控制终端面前，他正和几名年轻技术
骨干讨论工艺流程中的问题。由于机
器人都在相对密闭的单元内加工操
作，他的车间里听不到很大的噪音，在
这里，一条生产线一天可以产出2.4
万个零件，全部由机器人完成，而30
多名工人，则负责看好机器，及时调整
速度、检查产品质量。“这是我们自主
研发的控制设备，全自动生产和检测，
产品合格率比以前提高了10%，达到
98%以上。”下转第3版>>>

车间“静悄悄”“云端”很热闹
互联网标杆工厂凭啥成为惠山“数字经济地标”

据新华社北京9月17日电 国
务院总理李克强9月17日主持召开
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政务服务“跨
省通办”和提升“获得电力”服务水平
的措施，持续优化企业和群众办事创
业环境；要求按照“两个毫不动摇”支
持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改革发展。

会议指出，推进与企业发展、群
众生活密切相关的高频事项“跨省

通办”，是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
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有利于各类
要素自由流动、建立全国统一大市
场。会议确定，要抓紧将现有线下
政务服务转为线上办，在抓好“省内
通办”的同时，今年底前实现市场主
体登记注册、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
续、职业资格证书核验、学历公证、
驾驶证公证等58项事项异地办理，

明年底前实现工业产品生产许可
证、就医结算备案、社保卡申领、户
口迁移等74项事项异地办理。下
一步还要加快实现新生儿入户、社
保参保缴费查询等“跨省通办”。要
优化线上办理方式，使“跨省通办”
便捷、易操作。同时，要保障少数群
体线下办事需求。保护数据安全和
个人隐私。

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
年底前实现“跨省通办”
户口迁移等132项明年底前实现异地办理

蠡桥片区破解“肠梗阻”

“微循环”
推动外部

“大循环”
▶3版

本报讯 9月17日，市长杜小刚来到苏
南硕放国际机场调研航空物流发展工作并主
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机场集疏运体系规划和
航空物流规划发展情况的汇报。他强调，要
围绕主动融入和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结
合《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
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做大做强苏南
硕放国际机场的指示要求，对标先进、系统谋
划，全力以赴推动机场建设发展，整体提升区
域性枢纽机场功能和辐射能级，着力打造枢
纽经济强引擎。副市长张明康，市政府秘书
长张立军参加调研。

杜小刚一行首先实地调研了苏南硕放机
场国际货站、国际快件中心，详细询问了货物
进出港流程、货运量、货源结构和跨境电商业
务保障情况。得知在疫情冲击之下，机场不
等不靠、主动作为，积极发展壮大国际货运业
务，今年1—8月，累计完成货邮吞吐量近10
万吨、逆势增长10.5%，杜小刚对此表示充分
肯定，勉励机场集团铆足干劲、再接再厉，不
断完善口岸功能，提高通关效率，加密货运航
线，为企业提供更优质高效的服务。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杜小刚就抓好下
阶段机场建设发展工作提出具体要求。一要
强化组织领导。组建成立机场建设发展高位
统筹领导小组，明确工作框架、运作机制、重点
任务和工作职责，并按照“项目化、节点化、清
单化”要求抓好工作推进，确保力量高效整合、
工作整体推进、任务紧抓不放。二要突出规划
引领。围绕“十四五”规划编制，抓紧研究确定
第二跑道建设、业务功能布局等重大课题，编
制形成机场建设发展总体规划，发挥龙头引领
作用；特别是要牢固树立“大交通”理念，围绕
打造“外联内畅”综合交通枢纽体系，主动加强
与苏州方面沟通对接，携手推动共建共享。三
要做好经济文章。立足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新吴区和相关部门要加强需求摸
排、专项研究，综合运用市场化、社会化手段，
建好公共服务平台，完善各项功能支撑，提升
机场发展“黏合度”，最大限度激发发展效
益。四要坚持项目先行。围绕破解瓶颈制约、
增强发展势能、推动做大做强，全面做好项目
梳理整理，积极抢抓国家支持“两新一重”建设
机遇，多管齐下、多措并举筹措资金，加快推动
一批机场建设项目尽快列入省市重大项目，力
争让明年成为机场的“大投入、大建设、大发
展”之年，推动长三角区域性枢纽机场建设实
现新的更大突破。 (王怡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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