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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小时流水作业，确保年内开通

4号线一期两个月后轨通

导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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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0支群文团队将获资助
创作能力作为评定要点

新华社北京2月21日电 中共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
近平同志《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一
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在全国发行。

这部专题文集，收入习近平同
志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重要文
稿40篇。其中部分文稿是首次公
开发表。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党
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围绕

中国共产党历史发表了一系列
重要论述，系统回顾我们党团结
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
历程，深入总结党在各个历史时
期创造的理论成果、积累的宝贵
经验、铸就的伟大精神，深刻阐
明党为中华民族作出的伟大贡
献、为解决人类问题提供的中国
智慧中国方案，展望党和人民事
业发展的光明前景。这些重要
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

深刻，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
分。习近平同志《论中国共产党
历史》的出版发行，对于广大干
部群众学好党的历史，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十分重
要的指导意义。

习近平同志《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发行

本报讯 为适应高质量发展和生
态文明建设新要求，我市近期将对蠡湖
开展深度治理。昨从市水利局获悉，治
理计划已初步拟定，将约用2年时间，
对32条入湖河道及蠡湖周边地区全面
深化控源截污，实行湖底清淤、种水草
等生态治理，并协同推进湖岸景观建
设，使蠡湖“颜值气质双提升”，并作为
样板推动全市美丽河湖建设，为太湖湾
科创带及蠡湖未来城建设打好基础。

蠡湖于2002年—2010年开展综
合整治后，水环境质量明显提升。但这
几年水质波动明显，Ⅳ类水出现频率较
高，个别月份出现V类水。“究其原因，
还是控源截污不到位、水生态环境建设
和管护要进一步加强。”市水利局有关
人员说。32条入湖河道中11条主要河

道已建了节制闸，但节制闸离湖岸有一
至二公里，入湖水质低于蠡湖水体。此
外，蠡湖自2002年清淤250万方后，近
20年内未清淤泥，东蠡湖近岸区域和部
分重要入湖河道淤泥淤积较多，底泥中
的磷等污染物质会在气温、风力等作用
下释放，影响水质；湖体水草退化、鱼类
等水生动物结构不合理，也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了水环境质量。

治湖，控源截污是关键。蠡湖街
道生态办负责人介绍，近期他们将对
商住区雨污水管网进行全面排查，并
在污水管网外包给专业养护队伍管护

的基础上，将雨水管网也纳入专业管
护范围。这样管网可全面加强常态化
监管，做到错接、漏接等现象早发现、
早治理。主要入湖河道庙泾浜流经街
道，去年总体为Ⅳ类水。但他们监测
下来河道水质南北差异较大，南部经
治理后为Ⅲ类水，中部为Ⅳ类水，再往
北部为V类水。今年他们将就此通
过排水达标区排查、建生态驳岸等实
施综合整治，进一步提升庙泾浜水
质。这样的控源截污举措将在蠡湖所
有入湖河口全面展开。

“入湖河道及蠡湖水生态治理也

将加码。”市水利局有关人员说。在去
年6个月的调研基础上，市水利部门
正在组织编制实施方案，初步计划为：
12条左右主要入湖河道及蠡湖底泥
淤积区域将根据底泥评估结果开展生
态清淤；因地制宜将沿蠡湖的部分硬
质化驳岸改建成自然和生态驳岸，初
步摸排约8公里；在污染较集中的漆
塘浜、庙泾浜入湖河口处建生态湿地，
以更好地消滞水体污染物。为重构蠡
湖水生态环境，相关部门还将在蠡湖
近岸水域种水草约1000亩，有计划地
试点研究放流食藻鱼类进行控藻。蠡
湖沿岸景观建设也将进一步推进，通
过增设步道、座椅等休闲设施，让百姓
享受“推窗见绿”“开门亲水”“移步进
园”生态福利。 （朱雪霞）

深度治理，唱响 新旋律
将围绕32条入湖河道深化控源截污，湖底清淤、湖岸景观建设等协同推进

本报讯 2月 18日，习近平总
书记给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百
岁老战士们回信的消息传来，其中一
名老战士陆道南的名字触动了惠山
区阳山镇文史研究协会会长高嘉鸿
的记忆。“陆道南在抗日战争、解放战
争时期，主要坚持战斗在以阳山为根
据地的锡西地区，阳山地区流传着陆
道南坚持革命战斗的许多故事。”昨
天，高嘉鸿在观看相关新闻时回忆
说。

多年致力于研究阳山地区文史
的高嘉鸿介绍，出生于1922年的陆
道南，老家是与阳山一河之隔的武
进洛阳镇陆家头。1942年2月参加
新四军，1944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做过地下工作者，蹲过日伪军
的监狱，新中国成立后陆道南即担
任无锡县新渎区（今阳山地区）区委
书记，1958年担任无锡县委代理书
记，后又在上海青浦和闵行等地任
职，生活在上海。“正是因为他亲身
经历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取得政
权、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历程，
使他深切地体会到了‘只有中国共
产党才能领导中国’的伟大真理。”
高嘉鸿认为，“今年将迎来建党100

周年的伟大日子，在党的领导下，中
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引发
了新四军老战士表达自己激动之情
的愿望。”

由于工作的原因，“陆道南的阳
山情结很浓，‘足迹’遍布阳山。”据了
解，陆道南题写了锡西烈士陵园的碑
书。1996年，“纪念张涛烈士牺牲
45周年座谈会”在阳山召开，会议由
70多岁的陆道南主持，期间还重登
阳山透天洞1947年锡西地下党整风
会议旧址，回忆时感慨不已。他还专
门写了《锡西革命斗争史回忆录》一
稿留存阳山镇文史部门。

年事已高后，老人与阳山的联
系少了。但阳山人一直关注着这位
为阳山解放浴血奋战过的老人。昨
天，高嘉鸿通过网络和电视看到陆
道南等46位写信给习近平总书记
的百岁老战士的新闻，非常感动。
他说，百岁老战士们表示要按照总
书记在回信中的嘱托，继续发光发
热，结合自身革命经历多讲讲中国
共产党的故事、党的光荣传统和优
良作风。“作为地方文史研究者，更
要尽心竭力弘扬和传颂伟大的革命
精神。”他说。 （裘培兴）

新四军老战士
心怀“阳山情结”
当地文史研究者回忆陆道南“足迹”

本报讯 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建设单位签订《承诺书》后，审批部
门即可先行发证；行政处罚被扣信用
积分，影响企业工程项目招投标，可以
通过做志愿者“复活”……记者昨天从
市发展改革委获悉，国家公共信用信
息中心日前发布2020年度城市信用
监测报告，无锡在261个地级市城市
排名第2位，“信用无锡”再创佳绩，信
用建设不断向纵深推进。

全国城市信用状况监测主要通过
收集和监测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芝麻信用等10000多个互联网网站的
公开信用信息，归集共享城市信用情

况。综合指数的考量具体包含守信激
励和失信治理、信用制度和基础建设、
信用服务和信用创新等方面。作为在
省内率先颁布公共信用信息条例，最
早开展信用立法实践的城市，无锡在
诚信制度建设、政务服务应用信用报
告的领域数、信用分级分类监管领域
数等多项指标均排名全省甚至全国前
列。其中，城市政务服务大厅已实行

信用承诺的事项占法定可承诺事项总
量比为100%，高于地级市平均水平
60.35%。

“告知书上的各项环保要求，能承
诺做到吗？”“能做到。”“好,请您签字
盖章，项目环评审批完成了。”洋溪河
—双河整治工程项目横跨惠山区、滨
湖区和梁溪区，要通过生态清淤65万
方、新建生态挡墙7公里。受疫情影

响项目至去年上半年尚未启动，好在
环评审批时碰上了告知承诺制这一政
策改革利好，原需要用一两个月才能
办好的环评审批，提速到2个工作日
便完成。

“告知承诺制的实施就是一种诚
信社会应用场景的丰富，让守信者一
路绿灯、让信用有价。”据了解，以往
一些信用场景的应用比较粗放，特别
是在分级分类监管、联合奖惩上社会
感知度不强。近年来，信用建设应用
场景融合逐渐强化，去年无锡公布了
首批 132 项告知承诺行政审批（服
务）事项，下转第3版>>>

全国第二！“信用无锡”再创佳绩
全国地级市综合信用指数出炉，信用建设中应用场景不断拓展

蠡湖美

本报讯 2月 20日，市文明城
市建设整改提升综合工作推进指挥
部召开第十次例会，迅速落实市委主
要领导带队检查文明城市建设有关
指示精神，集中通报近期省市暗访督
查情况，进一步分析问题、明确举措、
压实责任，推动各项工作往深里抓、
向实处做，切实以惠民利民便民成效
擦亮文明城市建设成色。市领导徐
劼、陆志坚、丁四海、高亚光、张明康
参加会议。

徐劼指出，刚刚过去的春节长假
期间，全市各地各部门保持思想不放
松、工作不停步，扎实推进文明城市
建设，尤其是广大基层一线工作人员
坚守岗位、加班加点，用辛勤汗水守
护城市文明形象，交通秩序井然有
序，市容环境明显提升，文明氛围愈
加浓厚，市民群众度过了一个欢乐、

祥和、平安、文明的新春佳节。
徐劼强调，当前我市文明城市建

设整改提升工作已从全面推进、重点
攻坚转入精细管理阶段，各地各部门
要按照既定任务部署，扎实推进各项
工作，务求取得明显成效。一要迅速

“收心”，继续鼓足干劲、展现作为、凝
聚合力，做到状态调整到位、精力集
中到位、专班运转到位，确保创建工
作全力以赴推进。二要持续“用心”，
认真细致深入做好每一项具体工作，
在全面对标中抓整改、在全域推动中
促平衡、在全民参与中求认同，真正
用“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管理
水平。三要保持“恒心”，把文明城市
建设和为民办实事紧密结合起来，坚
持常态长效，完善工作机制，统筹协
调推进，以实实在在的文明城市建设
成果，下转第3版>>>

市文明城市建设整改提升综合工作推进指挥
部第十次例会召开

持续“用心”惠民生
保持“恒心”促长效

本报讯 锡宜一体化提速推进，
不仅体现在交通、产业领域，两地民
生一体化也取得突破。从宜兴市了
解到，去年，该市在城乡低保、特困供
养、孤儿养育、残疾人生活补贴标准
方面首次实现和无锡大市的统一。
上月，宜兴市委发布1号文件，明确
2021年重点办理36项民生任务，来
不断缩小其他民生领域与无锡大市
的差距，同时加快与无锡市区公共服
务的接轨融入，形成一体发展的协同
效应。

与无锡大市和苏南先进地区相
比，宜兴在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等民生保障

方面，教育、医疗资源配置等公共服
务水平等方面还存在不小的差距。
为此，近年来，宜兴以高水平建成全
面小康社会为目标，构建高质量的民
生保障制度和服务供给体系，加快民
生补短板步伐。从宜兴市民政局了
解到，去年，宜兴低保标准提高至每
人每月1010元、特困供养人员基本
生活标准提高至每人每月1525元、
集中孤儿养育标准提高至每人每月
2730元、散居孤儿养育标准提高至
每人每月2320元，从而实现无锡城
乡在民生保障领域的首次统一。此
外，一批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
题加快解决，100多个经济薄弱村全

部脱困转化，设立并运行因病致贫返
贫家庭深度救助、严重精神障碍患者
就医保障等机制，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不断增强。

“民生保障领域，是宜兴发展迫切
需要拉长的短板，也是扩大内需、服
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发力点”，
宜兴市委主要负责人表示。为加快与
无锡大市接轨，标准向高水平地区靠
拢，去年底，宜兴深入排查出8大类
22项突出民生问题。今年一开年的
首个全局性会议即聚焦民生，同时出
台今年市委“一号文件”，明确2021年
重点办理的36项民生任务，全力抓好
落实、加快兑现承诺。

36项民生任务，涵盖收入、社会
保障、医疗、教育、住房、养老等多个领
域。促就业、促增收是民生工作的头
等大事，今年宜兴将推动居民收入水
平稳步提高，增幅高于无锡大市。明
确对吸纳失业半年以上人员的企业和
招用毕业年度高校生的中小微企业，
按1000元／人标准给予一次性吸纳
就业补贴；对符合条件的困难应届毕
业生，按1500元／人标准给予一次性
求职创业补贴等。在民生保障方面，
今年将把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提高至
每人每月300元，居民医保政策范围
内住院结报率稳定在70%左右，面向
全市城乡居民，下转第3版>>>

低保等标准首次实现大市统一，公共服务加快接轨融入

锡宜一体化推动两地民生一体化

昨天，市一中的学生领取新
学期教材。当天，我市中小学生
回校报到。22日，新学期开学。

（卢易 摄）

首批大学生与中小学生

同步返校

从荒无人烟到绿地公园，从废石宕到残疾人乐园

“愚公移山”移出乡村新图景
▶3版

详见第4版>>>

借助信息技术手段和学校的
暖心举措，在锡高校新学期实施
错峰开学，保障学生正常学习和
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