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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兴市融媒体中心旗下媒体平台
●宜兴日报；
●宜兴新闻、紫砂、生活、影视四个电视
频道；
● FM96.1宜兴交通台；
● 宜兴发布、宜兴日报、阳羡茶馆微信
公众号；
●宜兴发布、i宜兴客户端；
●宜兴市融媒体中心阳羡茶馆、醉宜兴
抖音号；
●宜兴网、陶都传媒网；
●户外路名牌、阅报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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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团购，便捷背后有隐忧

91天 4.30%

财溢融新客

87912287咨询热线： （工作日）或各营业网点
广告

期限

理财产品过往业绩不代表其未来表现，不等于理财产品实际收益，理财非存款，投资须谨慎

募集期：2020年4月15日—2020年4月21日

起点

200万起
历史参考年化收益率

91天 4.30%
期限起点

100万起
历史参考年化收益率

财溢融提升

该产品未与任何中介机构合作，除正常贷款利息外绝无任何附加费用！
详询南京银行宜兴支行或陈经理80712685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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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起至4月30日，全渠道授信期内首次用款可享年利率5.58%

全线上无纸化 最高可贷30万 授信期限最长3年

（仅限用款期限在一年期及以内的贷款）

导读

1万起存
理财非存款 产品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4.80593天

业绩比较基准

87336260咨询热线： （工作日）或各营业网点
广告

至各网点办理

(年化）

宜兴特刊

%
产品代码：A190603

募集期：2020年4月16日—2020年4月23日

4.155万起存117天
预期年化收益率

新客户专属理财

%
募集期：2020年4月8日—2020年4月22日

限购100万

交通的格局与建设发展水
平，决定了区域内物料、资金、人
才、信息等要素“流动”速度，只
有拥有先进、发达交通网络的支
撑，才能凝聚起区位、资源、环境
等各方面优势的合力，跻身更高
层面的区域经济阵容。在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
区域城市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下，
我们只有拥有大视野，立足高起
点，在交通运输建设发展上先行
一步，建设好基础设施，改进和
提升服务，全力构建起互联互

通、协同共享、绿色智慧的区域
交通运输体系，才能更有效降低
运输成本和时间成本，加速要素
流动，优化产业布局，以区域交
通的比较优势，助推宜兴在区域
合作与高质量发展中占据高地。

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交通
一体化，既是区域内各城市全面
提升自己、加快发展自己的有利
契机，更是互利互惠、合作共赢
的大事好事。在硬件建设中凸
显“大交通”之“大”，既要我们适
度超前谋划，不断做强基础建设

“内功”，又要拥有全局意识，协
调区域全体参与者统一思想、坚
定信心，合力推动高速公路、高
速铁路、城际铁路、航道等项目
实施和跨区域交通网络建设。
在“软件”优化方面，既要我们深
化交通运输领域改革，也要通过
客运铁路公交化班列、城际公
交、运输结构调整、数据共享等
合作，实现区域客运货运一体
化，打造要素集聚、更加高效的
运输服务，加速一体化进程，给
力经济社会发展。

本报讯（记者张 胤）日前，
宜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从市发展
改革委获悉，为全面掌握了解全
市产业项目推进情况，切实加强
项目建设的协调服务和跟踪管
理，我市将实行重大项目推进“6+
1”制度，以强有力的机制保障所
有产业项目得到快速高效推进。

“今年是高水平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
年，安排和全力实施好市级重大
项目，对于落实‘六稳’要求、将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降到最低、完
成全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至关重要。”市发展改革委相关负
责人说，今年，我市共安排市级重
大项目158只，总投资1588.45亿
元，年度计划投资 305.7 亿元。

“6+1”制度，即建立项目建设月报
制度、例会制度、观摩制度、领导
挂钩制度、通报制度、督查制度及
协调推进机制等。

具体来说，根据相关规定，
各镇（园区、街道）每月要依托

“宜兴市经济运行综合信息服务
平台”中“全市产业项目管理”模
块，将本地区在建、拟建、信息项
目基本情况、进展情况等信息报
送至平台数据库；每月要召开项
目建设推进例会，听取全市项目
建设推进情况汇报，协调项目建
设过程中遇到的具体问题，部署

安排下阶段项目建设推进工作；
根据实际情况定期、不定期召开
全市项目建设观摩汇报会，实地
观摩项目建设成果，协调研究项
目建设推进过程中需解决的重
点问题；市领导挂钩联系市级重
大项目，定期走访企业，深入项
目一线，及时了解项目建设动
态，并定期将挂钩推进服务情况
反馈；每月由市发展改革委通报
各镇（园区、街道）项目建设推进
整体情况、年度目标任务完成情
况、存在问题落实情况和月度信
息上报情况，通报市级部门对存
在问题的跟踪处理情况；各镇
（园区、街道）建立本地项目推进
工作机制，相关部门定期、不定
期组织对项目建设推进工作进
行综合督查，围绕项目建设年度
目标任务，督查各镇（园区、街
道）项目建设情况、各部门协调
问题的落实情况。

与此同时，在重大项目推进
过程中，我市还将进一步畅通审
批绿色通道，简化审批流程，继续
实施重大项目有关优惠政策，研
究制定差别化的要素保障措施。
另外，还将对重点项目实行动态
管理，对于目前在手的重大信息
项目进行动态跟踪，待项目成熟
并具备开工条件后，适时滚动调
整进入市重大项目投资计划。

正当时

““抢抓新机遇抢抓新机遇、、再上新台阶再上新台阶””系列报道系列报道③③

构筑构筑““大交大交通通”” 做大做大““朋友圈朋友圈””

三省通衢通衢““内内联外畅联外畅””
融入融入““一体化一体化””交通大格局交通大格局

□记者李 震

亮家底

观未来

论发展

宜长高速快速推进宜长高速快速推进（（记者记者 翟霄帆翟霄帆 摄摄））

连日来，锡溧漕河大桥改造
正有序有力推进，预计今年9月
完工。作为推动锡宜一体化六大
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之一——锡溧
漕河航道整治二期工程的重要一
环，此桥建成通车后，可满足内河

三级航道通航要求，有力提升锡
溧漕河航道通航能力和庆源大道
道路通行能力，对区域交通畅通
和地方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锡溧漕河大桥改造，只是陶
都融入长三角交通一体化、锡宜

交通一体发展成果的小小一隅。
推进区域一体化发展，交通是先
行官。宜兴地处苏浙皖交界、沪
宁杭几何中心，过去，受制于种种
交通瓶颈，地理区位优势难以显
化。近年来，随着锡宜一体化、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等战略的推进，
宜兴“公铁水空”一体化现代交通
体系建设大力推进、逐步成型，对
外交通瓶颈正逐步破解，打造“两
个中心城市”有了更强的交通基
础设施支撑。

区域一体化发展，交通是必
须迈过去的一道“坎”。

近年来，我市在着力融入大
动脉、打造大通道、全力优服务上
动作频频，力推高质量融入长三
角交通一体化、锡宜交通一体
化。在高速公路建设方面，宜长
高速完成投资过半，常宜高速完
成超七成。在推动锡宜一体化

相关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方
面，宜马快速通道宜兴陆上段征
地拆迁工作全面完成；无锡丁蜀
通用航空机场的场道工程正进
行碎石垫层铺设、塑料排水板施
工等建设，航站区完成招投标。
此外，我市还大力实施锡溧漕河
航道整治二期项目，有序推进相
关轨道交通工程前期工作等。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我市积极
向上争取，推动高铁宜兴站始发
至北京列车开通，成为全省首个
开通至首都始发高铁列车的县
级市……当前，高速公路、快速
通道、轨道交通、高等级航道、通
用航空等一体化交通大格局正

“款款走来”。
在“动脉”进一步畅通的同

时，作为“毛细血管”的县乡、农村
公路等也在我市同步延伸。眼
下，全市已基本实现了各镇间通
达二级以上公路，行政村全部实
现双车道四级以上公路通达。此
外，我市还不断推进市、镇、村三
级物流站场设施和信息系统建设
完善，使农村公路得以最大限度
地发挥作用。

“交通一体化程度，决定着区
域一体化的力度、深度和广度，补
足交通短板，才能谋求更高层次
区域一体化发展。”市交通运输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交通
如何谋划全局、借势落子，至关重
要。围绕打造“区域交通枢纽区”
等目标定位，下阶段，我市将把交
通运输作为一体化发展的先行领
域、关键支撑和重要载体，推动区
域交通网络互联互通、市内交通
网络优联优通，将宜兴“三省通
衢”的区位优势真正变为发展优
势。今年，我市“十四五”交通运
输相关规划编制即将启动，并将
着力掀起新一轮交通基础设施建
设热潮。

对外，我市将坚持把锡宜交
通互联互通、对接区域交通大动
脉作为主要方向，进一步满足人
悦其行、物畅其流等时代发展要
求。推动锡宜一体化六大重点基
础设施建设，是宜兴加快融入“锡
宜一体化”进程的先导性、基础
性、战略性工程。对于宜马快速
通道、无锡丁蜀通用机场、锡溧漕
河整治等在建工程，我市将加快
推进速度、力争尽早竣工。面对
锡宜之间缺少大运量轨道交通设
施的现状，盐泰锡常宜城际铁路
的建设，将有力推动宜兴“一小时
融入沪宁杭都市圈”。而锡宜S2
市域轨道交通项目建成通车后，
不仅将满足锡宜间“快速、稳定、
大量”的客运需求，市民从宜兴到

无锡城区，最快只需半个小时。
此外，随着沪苏湖铁路启动建设，
我市还将加强与铁路部门衔接、
争取，计划开通相关赴沪班线，未
来宜兴乘高铁到上海的时间，有
望从现在的约2.5小时缩短至约1
小时。

不仅如此，今年，我市还将进
一步加快相关高速、国省干道项
目推进步伐，进一步提高区域公
路通达能力和区域交通运行效
率。对于常宜高速、宜长高速、
360省道、341省道等跨域“交通
动脉”，我市将加强区域联动、确
保高效建设，力争常宜高速建成
通车、宜长高速基本建成；同时，
确保长约11公里的360省道洑湖
段、长约16.5公里的西张段建成；

341省道（周杨公路东段）年内开
工建设。此外，围绕锡宜高速改
扩建，我市还将加强对上沟通衔
接、配合做好前期工作，为工程及
早开工建设创造条件。对内，我
市将坚持把打通城乡路网、疏通

“毛细血管”作为重要内容，全面
完善城市快速路网、宜南山区旅
游路网、农村公路网等，着力构建
内联外畅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今后，我市还将根据交通路
网建设节奏，适时启动相关重点
区块的规划建设、运作推介，最大
限度显化区位优势、提升城市空
间价值；借助交通区位优势，加快
培育发展现代物流等生产性服务
业，为提升城市能级、优化产业布
局打下坚实基础。

勠力同心提速交通一体化

创新推进机制 加强监督考核

“6+1”制度保障市级
重大项目高效推进

市政协领导联系走访重点企业
本报讯（记者倪 晶）昨天，

市政协主席梅中华、副主席钱伟
兴开展联系服务重点企业活
动。市委常委、经开区党工委副
书记、管委会副主任裴焕良陪同
走访。

梅中华一行先后实地走访
了江苏宇星工贸有限公司、宜兴
乐祺纺织集团有限公司、宜兴硅
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江苏银环
精密钢管有限公司。每到一处，
梅中华都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
流，详细了解企业发展运行情
况。江苏宇星工贸有限公司是
国内最大的氧化铁颜料生产商，
预计今年1至4月销售额较去年
同期可增长15%以上。宜兴乐
祺纺织集团有限公司应对新冠

肺炎疫情引进口罩生产线，目前
该公司日产口罩10万只并通过
网络、出口等形式销售，呈现供
不应求的良好态势。宜兴硅谷
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主要生产
PCB（印制）线路板、刚挠板等，产
品广泛应用于通信、计算机应
用、医疗等领域，目前在手订单
已排至7月。江苏银环精密钢管
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核电产品的
研发与生产，目前企业在手订单
已排至3个月后。

走访中，梅中华现场协调涉
企问题，督促跟进化解制约。同
时，他勉励重点企业要坚定不移
强主业、实干奋进创事业，积极
为宜兴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
砖加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