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发展

“掘金”绿水青山铸就金山银山
经过近年来的创新实践，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已牢牢印在陶都人民的心
底。近年来，我市积极探索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新路，推动生态
文明建设迈出了坚实步伐。实
践证明，发展与保护并非必然相
互排斥，而是可以相辅相成、相
互促进。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需要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着眼

于长远利益和可持续发展，牢固
树立保护生态就是保护生产力、
建设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
念，坚决避免走“先发展、后治
理”的老路。

“金山银山就是绿水青山”
的硕果，并不是自发能够完成
的，也不是自然而然就能实现
的。当前，我市在生态环境方面
仍存在一些短板和不足，形势仍

然严峻，生态文明建设依然任重
道远。面对环保工作新的更高
的要求，需要全市上下用好解放
思想这把金钥匙，坚持以绿色
GDP 为导向，付出自觉、艰苦、
顽强的努力，不断破解生态建设
难题，吸引更多的人才、资金、技
术等生产要素，形成完善的绿色
产业链，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
益和社会效益最大化。

正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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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践行““两山两山””理理论论
将生态优势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胜势转化为发展胜势

□记者 赵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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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未来

宜兴雅达健康生态产业园建设风生水起宜兴雅达健康生态产业园建设风生水起（（记者记者 翟霄帆翟霄帆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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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香宜兴”读书节
暨书香集市惠民活动即将启动

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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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载
码
上
行A

P
P

申
请
你
好

贷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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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服电话：962077 营业部：87333321

理财有风险，投资须谨慎！

广告我行各乡镇网点均可办理

募集期2020年4月22日—2020年4月28日

65天
1万元起售

预期年化收益率

中低风险，非保本浮动收益型

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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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2020年4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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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万起存
理财非存款 产品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4.05187天

87336260咨询热线： （工作日）或各营业网点
广告

至各网点办理

宜兴支行专属理财

%

募集期：2020年4月16日-2020年4月23日

4.155万起存
预期年化收益率

新客户专属理财

%限购100万

预期年化收益率

117天

本报讯（记者倪 晶）连日
来，市政协主席梅中华前往经开
区开展挂钩重大项目走访调研活
动，了解项目建设推进情况。市
委常委、经开区党工委副书记、管
委会副主任裴焕良陪同调研。

梅中华一行先后调研了江苏
文灿压铸有限公司的新能源汽车
轻量件制造项目、安普多森机械
宜兴有限公司的超高压多级离心
泵项目、无锡中环扬杰半导体有
限公司的半导体器件封装项目和
无锡中石库洛杰科技有限公司的
5G高效散热模组建设项目。每
到一处，梅中华都详细了解项目
推进和运行情况。总投资10亿
元的新能源汽车轻量件制造项
目，其生产的铝镁合金结构件等
产品，在汽车、航空航天等领域有
广泛应用，目前，项目一期已投
产，二期厂房主体结构竣工，低压
铸造机等关键设备正在安装调
试。超高压多级离心泵项目建成

后将年产2万台超高压离心泵，
计划今年内完成厂房基建，并初
步形成一定的生产规模。半导体
器件封装项目总投资10亿元，相
关厂房正在装修改造中，项目全
部达产后，可形成年产670亿只
芯片封装产品、4700万片大直径
玻璃钝化芯片划片的生产能力。
5G高效散热模组建设项目主要
生产5G智能手机、5G基站和笔
记本电脑等的高效散热模组，预
计全部达产后可实现5亿元的年
销售规模。眼下，项目一期已进
入设备调试阶段。

调研中，梅中华指出，项目建
设是产业强市的头号工程，也是
宜兴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来源。
经开区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强化

“项目为王”意识，强化多部门协
同、政银企联动，凝聚起最大合
力，更好优化项目服务，有序有力
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助推宜兴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梅中华调研推进
挂钩重大项目建设

昨天下午，在位于湖氵父镇的
宜兴雅达健康生态产业园建设现
场，机器轰鸣，工程车辆来来往往，
一派繁忙景象。项目一期的东坡
阁、滨湖公园等都已竣工投入使
用，雅达剧院等二期项目也正有序

推进……产业园总经理刘乃发在
接待中心里，激情洋溢地描绘着

“雅达蓝图”。
近年来，我市依托良好的生态

禀赋和人文底蕴，全力建设全省生
态保护引领区，探索走出一条生态

保护与经济协调发展新路。不可
复制的自然生态禀赋，已成为吸引
国内外投资商来此“揽金”的要
素。2017年年底动工建设的宜兴
雅达健康生态产业园项目，就是我
市依托良好生态成功吸引的重大

服务业项目，目前已从薄薄的几张
纸，逐渐成为立体的实物。在全市
各地，太华天谷太阳季度假乐园项
目、大拈花湾项目、中环领先集成
电路用大硅片项目等一批大项目、
好项目也正在加快推进中。

近年来，我市科学处理好“舍”
与“得”的辩证关系，把推进“263”
专项行动作为重大政治任务，通过
做好产业转型“加减法”，来实现

“生态宜”“产业兴”，努力打造生态
优先、治理当先、成效领先、全省率
先的生态保护引领区。

做好“减法”是做“加法”的前
提和基础。在“263”专项行动中，
宜兴生态环境局将守护生态红线
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启动“绿刃”环
保专项行动，瞄准“散乱污”企业，
实施分类整治措施，坚决打掉污染

区域环境的“罪魁祸首”。近三年
来，全市共关停化工生产企业近
300家，超额完成“减煤”“减化”任
务，2000余家“散乱污”企业关停、
治理到位；市农业农村部门实施

“农田休耕”制度，加强畜禽养殖污
染治理等，严格控制太湖一级保护
区水产养殖规模，切实消减农业面
源污染；市公用事业管理部门则加
快实施一批农村生活污水收集、处
理工程，提升垃圾焚烧发电能力，
改善城乡环境。

“减法”逐步落实，政府和企业

短期利益受损，但为做优“加法”打
下坚实基础，效果开始显现。落后
产能加快退出，不仅为我市生态环
境的持续改善扫除了障碍，而且为
产业转型升级腾出了空间。在强
攻项目建设、加快转型升级的过程
中，我市着力引导企业绿色转型、
提升质量效益，特别是在新能源、
旅游文化等产业发展方面，提出明
确要求——全力招引符合绿色发
展、可持续发展方向的大项目、好
项目，以更优的增量，为宜兴发展
提供支撑。

与此同时，一批高端产业被引
进。去年上半年，中环领先集成电
路用大硅片一期、中环扬杰半导
体器件封装、文灿新能源汽车轻
量件项目相继投产。昔日开山采
石的张渚镇，如今美丽乡村建设由
点成片，因此吸引到百亿投资大项
目——宜兴国际旅游度假区（窑
湖小镇）。远近闻名的“化工之
乡”周铁镇，对化工企业持续实行
关停并转，如今成为全国绿色发
展典范，投资200亿元的大拈花
湾项目成功签约落户。

生态是宜兴打造两个“中心城
市”的底气、优势所在。抢抓建设
生态保护引领区的机遇，打造“生
态城”、打通“生态环”、打好“生态
牌”，无锡市委黄钦书记在宜兴调
研时的讲话，饱含着对宜兴各级的
激励和期待，对我市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指
导意义。

今年是宜兴生态环境工作的
“大考之年”“收官之年”“攻坚之
年”，面对生态保护引领区建设验
收、太湖治理控制性指标考核等重
大任务，面对综合环境质量“只能
提高不能下降”的严格要求，宜兴
生态环境局局长张涛说：“压力大
责任重，但我们义不容辞，责无旁
贷，一定会全力以赴把宜兴早日打
造成长三角地区独具特色的生态
福地、绿色品牌。”

去年，宜兴生态文明建设取得

历史性突破，社会公众环保意识持
续增强，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改
善，综合环境质量持续提升。但
是，环境治理的区域性特点和气候
条件的不确定性因素，也时刻提醒
我们不能够有丝毫懈怠。对照生
态保护引领区建设目标，围绕上级
下达的任务，张涛表示，今年，该局
将扎实开展省级山水林田湖草项
目建设，认真谋划国家级“生态文
明示范市”创建工作，力争多出亮
点示范工程，打造具有宜兴特色的
生态模式，努力当好生态建设的领
跑者。同时，深入开展“绿刃”“绿
盾”“江河碧空”等系列执法专项行
动，集中力量解决区域性环境问
题。尤其是重点对照宜兴突出环
境问题清单，加快推进生态红线保
护区违规建设、化工企业关停、农
村集镇区污水纳管、自建焚烧炉整
治等难点问题，集中力量解决一批

历史遗留问题，确保所有问题按时
完成整改，确保已完成整改的问题
不“回潮”。

去年引进亿元以上产业项目
141只，完成年度计划的141%，先
后获得航空精密制造及人工智能
产业园、融信国际教育体验示范区
项目等上海方面信息项目30余只，
秋洽会期间共签约上海方面项目
17只……宁杭线虽地处我国经济
最发达的腹地，但在沪宁杭三角中，
它曾经是一条传统“弱边”。近年
来，宜兴的实践证明，通过生态经济
路径的选择，这条“弱边”在发展品
质上已实现“弯道超车”。昨天，市
投资促进中心主任王健说，去年，
我市围绕高质量发展要求，积极融
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在强攻项目
招引等方面均取得的积极进展。

一次次的实践、一次次的创
新，让宜兴迈步绿色发展新征程。

王健说，宜兴城乡的生态、生产、生
活功能相对均衡、和谐，这在长三
角地区是不多见的，这正是宜兴打
造两个中心城市的底气、优势所
在。他认为，努力将“绿水青山”的
生态优势转化为“金山银山”，就是
要吸引更多人才、客商投资宜兴、
创业宜兴，为推进我市产业强市、
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力。今年，
我市将深入实施“深耕上海”招商
战略，成立“宜沪投资促进会”，集
聚在沪“高精尖”各界资源，搭建两
地产业交流互动平台，以活动组织
为桥梁，以乡情友情为纽带，更好
地承载产业转移、承接优质项目、
承纳高端人才。确保引进重大亿
元以上产业项目数量不少于上级
考核要求，中心向全市各镇、园区、
街道推荐亿元以上信息项目不少
于50只，力争促成一批产业项目
签约、落户。

本报讯（记者张 胤）昨天，
全省遵循新发展理念持续排查
解决突出民生问题工作会议召
开。宜兴市委书记沈建，市委副
书记、市长张立军，市政协主席
梅中华，市委副书记周中平等在
宜兴分会场参加会议。

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总
书记关于保障改善民生的重要
论述以及对江苏工作的重要指
示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更加自觉地贯彻新发展理念，持
续排查解决突出民生问题，牢牢
守住民生底线，奋力夺取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扎实
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强富美高”
新江苏建设。

会议指出，持续排查解决突
出民生问题必须时刻保持头脑
清醒，树立强烈的问题意识，将

其作为江苏深入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
实新发展理念的重大决策和重
要抓手，在新的起点上不断开创
江苏民生发展的新局面。各地
各部门要对照“更好的教育、更
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
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
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
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
神文化生活”的要求，按照省委
省政府持续排查解决突出民生
问题的工作部署，进一步认真梳
理，查找各地区、各领域的民生
问题，特别是当前比较突出的难
点问题，明确重点任务，拿出具
体专项工作方案。

会议要求，要始终坚持解放
思想、实事求是，坚持系统谋划、
分步实施，坚持尽力而为、量力
而行，坚持顶层设计、基层探索，
让江苏发展实际更有温度，民生
答卷更有厚度。 （下转2版）

遵循新发展理念
解决突出民生问题

我市收看省相关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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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判决超市担责八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