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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群众主体坚持群众主体 激发内生动力激发内生动力

绘就宏绘就宏伟蓝图伟蓝图
答好乡村答好乡村振兴的新时代振兴的新时代““考卷考卷””
□记者 赵辉

亮家底

观未来

论发展

阳羡茶产业园一景阳羡茶产业园一景（（记者记者 翟霄帆翟霄帆 摄摄））

位于宜兴西部的徐舍镇美栖
村，与宜南山区的许多村相比，缺
乏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唯有“农
田”是最大资源。昨天，在该村的
玫瑰产业园，村党总支书记宗华
东激情洋溢地讲述着，这里从一
片普通农田升格为宜兴乡村“颜

值担当”的故事。
去年，美栖村以玫瑰花种植

带动了产品深加工、观光休闲，
实现三产融合，第一年便以 78
亩的土地实现了近 150 万元的
产值。今年，不仅总投资 2000
多万元的美栖花田现代农业产

业园项目正式启动建设，而且美
栖村已不是孤军奋战，还吸引了
云南种植专家、在外乡贤等多方
参与，更多村民逐渐从参与者变
为受益者。通过政府引导，如今
全市各地、各涉农单位都和徐舍
美栖村一样，积极挖掘农业内

涵，促进农业产业融合，探索出
丰富多样的农业经济融合发展
新机制、新模式，广袤田野“接二
连三”演绎神奇，也让广大农民
成功介入农产品加工、销售各个
环节，共享产业融合发展的增值
收益。

宜兴是苏南地区最大的农业
板块，是无锡地区最重要的“米袋
子”“菜篮子”。近年来，我市紧紧
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
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目
标，依托独特的资源优势，坚持因
地制宜，不断深化改革，成功获得
全国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试点
县、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
范县等荣誉，陶都大地处处呈现
农业特色明、农村环境美、农民生
活富的良好态势，农民的幸福感、
获得感明显增强。

为开启富民新征程，2016

年，我市创新设立“市扶持经济
薄弱村发展专项基金”，专门用
于支持薄弱村“造血”项目。同
时，探索竞争性立项方式，使经
济薄弱村脱贫工作由过去简单
的“给钱保运转”，转为“重点支
持‘造血’项目、培育稳定财
源”。各地也根据实际，切实制
定年度脱困转化目标，出台综合
奖补考核办法，落实“一村一策”
发展举措。一系列“造血”政策
的出台，有效激发了各经济薄弱
村的发展激情，经过3年多时间
的大胆探索与实践，去年年底，

全市131个经济薄弱村全部实现
脱困转化。

围绕“打造全省最美丽乡村”
等目标，我市依托国家改善农村
人居环境示范村等创建，启动实
施了村庄环境整治一系列行动，
重点推进道路硬化、村庄绿化美
化以及乱搭乱建、河道沟塘治理
等整治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截至目前，累计完成3000多个自
然村的整治，创建成200多个“三
星级康居乡村”。同时，高标准完
成10多个老集镇的提升改造，有
力回应了群众诉求，周铁镇喜摘

“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张阳村
成为全市首个国家级美丽乡村示
范村。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强
化乡村振兴人才、技术支撑，我市
组建了“青农联盟”，引导高学历
有志青年返乡回乡创业创新，利
用“第一书记”“大学生村官”等政
策优势，选拔优秀人才干部充实
基层组织队伍。据统计，去年我
市在岗驻村干部共58人，其中第
一书记16人，通过选好发展集体
经济的带头人，为村级集体经济
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

阳春四月，防疫不松，农时不
误。放眼陶都大地，抢抓春耕，播
种希望，一幅幅生机勃勃的乡村
振兴图景正在徐徐展开。不为疫
情所阻，不为困难所惧，发挥农业
大市优势，扛起农业大市责任，打
造乡村振兴的宜兴样板，全市上
下斗志昂扬、信心满满，脚步铿
锵、奋进不止。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历史任
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
手。无锡市委黄钦书记在宜兴调
研时，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
求我们在促进‘农业强’‘农民富’

‘农村美’上下更大功夫，充分体
现了他对宜兴‘三农’工作的厚望
和重托。”市农业农村局党委副书

记、副局长周介其说。
殷殷嘱托催人奋进，科学指

引开启未来。周介其表示，下阶
段，我市将创新思维，积极作为，
尤其是围绕“农业强”“农民富”的
要求，将积极鼓励引导镇村联动，
大力实施产业强村强镇工程，依
托镇域1至2个农业主导产业，着
眼全产业链培育，壮大农业主导
产业。同时，创新利益联结机制，
采取股份合作、“保底收益+按股
分红”、订单农业等利益联结机
制，实现村企户利益共享。此外，
在去年全市131个经济薄弱村全
部实现脱困转化的基础上，我市
还将进一步建立健全经济薄弱村
稳定增收脱困长效机制，巩固提
升转化成果，确保薄弱村全面脱

困不返困。通过设立“强村工程
发展扶持资金”，充分调动村级自
主发展的积极性、提升内生动力，
加大对村级建资产、购资产、盘活
资源等主动发展行为的奖补力
度，特别对运作良好的镇村共建
平台项目着重倾斜，激励其不断
发展壮大。

美丽乡村的新时代答卷，宜
兴起笔有力。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局长陈建平说，围绕无锡市委
书记黄钦“农村美”的要求，我市
将对标全国一流，努力推动美丽
乡村建设迈向更高水平、更高质
量，重点是要全力打赢农村建设
攻坚战。他说，今年农房建设任
务已列入无锡市为民办实事项
目，我市将积极发挥已建成试点

村庄的先行示范作用，组织待建
村庄群众通过实地考察、现场参
观等方式，直观感受试点成效，调
动农民参与支持建设试点的积极
性和主观能动性。在具体建设过
程中，将紧扣“新江南人家”建设定
位，把彰显乡土特色作为基础要
求，坚持现代和传统相融合，宜居
和风貌相结合，充分挖掘人文底
蕴，注重保留乡村印记，凸显有别
于城市的江南田园风光和乡土文
化气息。同时，以农房建设为契
机，补齐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城
乡配套发展短板，持续推进农村人
居环境综合整治和改善提升，放大
农村住房建设的辐射带动效应，更
好地保障和改善民生，探索形成
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经验。

浓墨重彩 绘好乡村“富春山居图”
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不仅

考验发展的魄力，更考验发展的
智慧。近年来，宜兴发展实践
中，聚力打造样板，成功激活“一
池春水”。从徐舍美栖村的玫瑰
产业园、到湖氵父张阳村首个国
家级美丽乡村示范村，纵观各类
样板可以看出，我市鼓励针对不
同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区位
优势等探索各有特色的乡村振
兴路径，开拓了发展的广阔空

间、激发了内生动力。事实证
明，彰显特色是不变的思路，差异
化布局是“多点开花”的关键，只
要广大干部群众勇于创新创造，
宜兴完全有条件、有能力、有信心
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件大事办
实办好，为全省乃至全国乡村振
兴探路子、创经验、作示范。

乡村振兴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就是增强农民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无论是在实际

工作，还是政策设计等方面，我
们都要坚持以民为本，尤其是
针对补齐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
服务短板等方面，既需注重不
同阶段农民利益诉求的变化，
又需区分不同板块农民类型及
利益诉求差异，创新农村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决策、投入、
建设、运行管护机制，让现代化
建设成果更多更广泛地惠及广
大农民群众。

本报讯（见习记者何沐静）
近日，江苏省全民阅读活动领导
小组办公室传来好消息，宜兴市
融媒体中心金牌项目“宜兴市诗
词大会”获2019年度江苏省省级
三类公益阅读推广活动认证，也
是我市此次唯一入选的项目。

去年，江苏省全民阅读办根
据《江苏省公益阅读推广活动
认证扶持办法（试行）》，在全省
范围内组织开展了2019年度省
级公益阅读推广活动认证工
作，最终有63个活动被认证为
2019年度江苏省公益阅读推广
活动。其中包括省级一类、省
级二类、省级三类等类型，相关
单位将对其中符合相关扶持条
件的活动项目进行资金扶持。
据悉，省级三类为省级创新性
活动，主要在设区市、县（市、
区）开展。

“宜兴市诗词大会”自2017
年启动后，已连续举办三届，并

在宣传动员、活动设计、载体搭
建上不断创新。去年举办的宜
兴市第三届诗词大会为宜兴市
融媒体中心成立后主办的首届
诗词大会。活动期间，宜兴市融
媒体中心打造了传统媒体与新
兴媒体相融合的全媒体队伍，全
方位、立体化展示大会盛况，受
到广泛关注。“宜兴市诗词大会”
不仅与宜兴历史悠久文化遥相
呼应，还与时下的“国学热”极为
契合，通过微信对诗、全城寻诗、
互动猜诗谜等系列活动，吸引广
大市民的关注和参与。同时，还
邀请专家学者作为点评嘉宾。
自启动以来，每届都吸引了上万
名来自各行各业的诗词爱好者
参与角逐。一大批外省市的诗
词爱好者也慕名前来，一起感受
诗词的魅力。

据悉，宜兴市第四届诗词大
会将于今年回归，该活动也是我
市今年50项重点阅读活动之一。

本报讯（见习记者马溪遥 通
讯员贾 秋）日前，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出台《关于做好疫情
防控期间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有
关工作的通知》，落实好疫情期
间一般企业稳岗返还和应急稳
岗返还政策，切实减轻企业负
担，稳定职工队伍。目前，总额
5841万元的第一批稳岗返还资
金正在陆续发放给符合条件的
5740家企业。

今年，我市加大对企业稳岗
返还力度，在发放一般企业稳岗
返还的基础上，增加了应急稳
岗返还，即对批发零售、住宿餐
饮、物流运输、文化旅游等受疫
情影响较重，坚持不裁员或少
裁员的服务业企业，参照困难
企业标准，给予2个月的失业保
险稳岗返还补贴。与此同时，
我市还阶段性放宽了政策享受
条件。疫情防控期间，对中小
微企业失业保险稳岗返还的裁

员率标准放宽至不高于上年度
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目标
5.5%；对参保职工30人（含）以
下的企业，裁员率放宽至不超过
企业职工总数的20%。值得一
提的是，此次我市优化了返还流
程，对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
实行简易程序，经各部门数据
比对完成联合会办，核实后符
合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条件的企
业，无需申请，直接予以返还。
另外，对通过大数据比对无法
确定是否属于批发零售、住宿
餐饮、物流运输、文化旅游等行
业的企业，可由企业自行申报，
将根据其经营范围及实际情
况，由部门联合会审后，予以发
放应急稳岗返还。

截至目前，经各部门数据比
对，我市享受普惠性稳岗返还企
业6759家，返还金额3037.7 万
元，应急性稳岗返还企业 1293
家，返还金额3473.9万元。

首批5841万元
稳岗返还资金将陆续发放到位

全市共5740家企业受益

“宜兴市诗词大会”获省级
公益阅读推广活动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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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第五十五次主任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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