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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序常易，华章日新。时值2020年，
回望2019年，如同一幅美丽的画卷，从三
月的繁华似锦走来，暗香盈神；穿过七月的云
湖晚霞，蝉鸣如风；站在十月的五星红旗下，
心潮澎湃；盼着岁末的一场瑞雪，兆示来年安
好……在云湖茶禅小镇，每一个平凡的日子，
都有不平凡的感动。

西渚的2019 年，是收获满满的一年。从
新时代文明实践建设的紧锣密鼓，到精神文
明建设的新气象；从红色党建的如火如荼，到
乡村振兴的实干担当；从民生实事的高质高
效，到惠民政策的便民利民；从幸福指数的持

续提升，到荣誉奖项的件件归属……这一
次次的收获，都是未来西渚更好的伏笔。

2019年，西渚镇开展全面从严
治党，实现“三个显著成效”：主题教
育成效显著、阵地建设成效显著、组
织、队伍建设成效明显。

2019年9月20日，西渚镇召开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动
员部署会议。市委第三巡回指导组
组长吴伯荣同志对西渚镇党委的高
度重视、认真研究、积极推动作出了
充分的肯定。他说，西渚镇党委早
谋划，早准备，及时成立了领导机构
和工作班子，及时研究安排相关工
作，前期准备工作十分充足，有序有
效制定的方案不但体现中央、省市
委的要求，而且契合自身实际。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系列重要指

示精神，进一步引导广大党员主动
融入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充分
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在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中的战斗堡垒和先锋
模范作用，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
形成纵深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
良好氛围。5月，西渚镇积极开展了

“扫黑除恶党员先行”主题党日活
动，并始终坚持高站位开展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该镇多次召开专题推
进会议、深入一线开展工作督导，重
拳出击侦办了一批违法犯罪案件，
处理违纪党员2名。

2019年，西渚镇扎实推进基层
党建“三项工程”，实施“双百工程”
三年行动计划，落实村书记“县乡共
管”要求，各村实现村书记、主任“一

肩挑”，薄弱后进党组织整顿成效明薄弱后进党组织整顿成效明
显显，，白塔村党总支部入选无锡市白塔村党总支部入选无锡市55AA
级党组织级党组织““雁阵计划雁阵计划””，，欧阳华当选欧阳华当选

全省首批全省首批““百名示范百名示范””村书记村书记，，并在并在
全国全国两会两会、、人大常委会及人大委员人大常委会及人大委员
长座谈会上精彩亮相长座谈会上精彩亮相。。

2019年，通过不断努力，云湖茶
禅小镇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全年共600多批次的各级领导对西渚
进行了考察、调研，原国家领导人吴
仪、郑万通，省委书记娄勤俭等领导视
察了云湖景区，均给予了高度评价。

2019年6月28日，全国妇联副主
席、书记处书记吴海鹰率队来西渚，
调研“白塔守望”妇女微家建设工
作。吴海鹰一行先后参观了白塔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巾帼创业创新示范
基地、巾帼党性教育基地、红色步道、
新媒体工作室、生活行旅馆等处，当
了解到目前白塔通过创新各类志愿
服务队伍，将原本分散在园区内的各
实践点“串珠成链”，并通过网络、手
机APP、村民小组宣讲等形式开展常
态化的活动时，吴海鹰充分肯定了白
塔的一系列创新做法。

2019年7月1日，市委书记沈建
来到西渚镇横山村走访慰问党员，向
他们转达党的关怀，并送上最诚挚的
问候和祝福。他衷心希望广大党员同
志不忘初心，始终牢记光荣传统，继续
弘扬爱国奉献、忠诚担当奋发有为的
优秀品质，以永不懈怠的状态，担当新
使命、展现新作为、引领新气象、创造
新辉煌。

2019年 9月 1日至2日，宜兴市
委副书记、市长张立军一行赴西渚镇
调研村党组织工作。

各级领导的关怀，激发了全镇党
员干部的工作热情和干事业的内生动
力，全镇上下拧成一股劲，大力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突出打好精准脱贫攻坚
战，根据各村资源优势，积极推动农村

环境综合整治。以“争”的精神、“拼”
的勇气和“抢”的劲头，打造宜南地区
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努力在乡村振兴
中再谱新篇，为建设“强富美高”新西
渚奠定坚实的基础。

2019年，第八届素博会、第二届
云湖茶禅文化艺术节、“到人民中
去”中国文联走进云湖茶禅小镇大
型文艺慰问演出、省农家书屋阅读
示范推广、“艺美视界·云湖瞬间”中
外摄影大赛、“云湖读本”首发仪式
等活动的圆满举办，将西渚旅游的
影响力和美誉度不断扩大。这些精
彩绽放的瞬间，诠释出茶禅小镇的
文化魅力，也让小镇在更广大的舞
台之上绽放光彩。

2019年5月23日，时值第6个中
国文艺志愿者服务日，由中国文联文
艺志愿服务中心、中国文艺志愿者协
会、江苏省文联主办，江苏省文艺志
愿服务中心、无锡市文联、中共宜兴
市委、宜兴市人民政府承办的“到人
民中去”——中国文联、江苏省文联
文艺志愿服务队走进宜兴慰问演出
在西渚镇举行。姜昆、牛群、陈赫、乌
兰图雅、卞留念、全维润、戴志诚、莫
华伦、魏金栋、吴兢、孙秋月、丁田、欧
阳、陈丽媛、广宇等，众星齐聚，广大
人民共同感受深厚底蕴的中华传统
文化，看婀娜多姿的舞者翩翩，唱响
新时代，放歌红土地，一道道精美的
视听盛宴在“云湖茶禅小镇”上演，近

2000多名劳模、精神文明标兵及各
行各业代表现场观看演出。

金秋十月醉陶都。逛素博，品
素食，10月2日上午，2019年中国宜
兴第八届国际素食文化暨绿色生活
名品博览会（以下简称素博会）、第
二届云湖茶禅文化艺术节活动在宜
兴大觉寺拉开帷幕。在本次茶禅文
化艺术节，云湖茶禅小镇延续了首
届的特色，在中央广场生活名品区
旁开设“四季茶席展示区”，并举办

“两岸茶文化交流论坛”。在茶者行
云流水的泡茶中、在自我专注用心
的品茶中，体会生命的内涵，融入生
活的欢喜与自在。当天下午，还进
行了《云湖读本》首发暨“艺美云湖”
中外摄影比赛的颁奖仪式。

2019年，面对经济下行压力持
续加大的实际，西渚镇镇企合力，化
风险，稳增长，预计全年11个主要
经济指标中，有8个指标增幅超市
均值，5个居全市前六，其中工业后
劲 投 入 1.24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80.3%，增幅居全市第一；限上批
零贸易业销售额7.41亿元，同比增
长157.9%，增幅居全市第一；进出
口总额 7498 万美元，同比增长
19.7%，增幅居全市第二，一定程度
呈现了西渚经济的韧性和潜力。

2019年，西渚镇全力引进高质
量项目，全年签约总投资65.8亿元
的8个项目，舜昌亚麻生产线扩建项
目、元上天然气分布式能源项目、云
芯电缆技术研发项目等正有序推
进，产业强镇的成效将逐步显现。
全力支持企业健康发展，新伟隆印
染等企业积极申报高新技术企业，
联创草坪的省工程技术中心立项获
批；义源集团、联创草坪等规上企业

生产经营总体稳健生产经营总体稳健，，利税利税、、利润和对利润和对
上贡献均实现了不同程度增长；新
增亿元企业1家，规上企业5家。西
渚镇还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认
真落实“减税降费”“降成本”和高质
量发展奖补政策，积极缓解企业在土
地厂房、安全环保等方面遇到的矛
盾，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去
年。西渚镇顺利通过复查，再次获
评全国唯一“中国亚麻纺织名镇”。

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主旋
律！高质量发展，也需要高质量项目
的支撑！4月30日，市委书记沈建，
市委副书记、市长张立军，市领导朱
旭峰、朱晓晔、沈晓红、何晓进、裴焕
良、周斌、吴青峰、储红飙、马钟、钱伟
兴等和各镇、街道党(工)委书记以及
有关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对我市部
分重点项目进行观摩。西渚镇水墨
田园温泉度假酒店项目被列入本次
观摩项目。西渚镇镇党委书记蒋干
达就项目整体建设情况进行了现场

介绍，镇长储锡峰等镇领导在现场陪
同观摩。据了解，宜兴市水墨田园温
泉度假酒店位于西渚镇筱里村，是
江苏义源铜业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兴
建的无锡市和宜兴市重点旅游服务

项目，占地约1500亩，总投资超15
亿元，是华东地区最大的温泉度假
酒店。项目建成后将极大提升西渚
综合接待能力和服务水平，为全市旅
游服务业发展注入新的强大动力。

2019，西渚镇树牢全域旅游理
念，走好文旅融合之路，成功获评中
国最美村镇“生态宜居成就奖”、省

“十佳乡村特色旅游小镇”，顺利通
过省第二批旅游风情小镇、无锡市
特色小镇年度考核，全年接待游客
超32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超8亿
元。西渚镇上下齐心，全面保障重
大文旅项目建设，大觉寺藏经楼、蝴
蝶泉精品酒店、白塔文化公园整体
改造等项目推进有力，水墨田园温
泉度假酒店综合楼、姜昆笑剧场及
艺术收藏馆、中宜京都总部中心酒
店今年均可投入运行，全域旅游新
格局正加快形成。

2019年12月7日，在安徽省蚌
埠市举行的“2019乡村振兴产业发
展论坛暨中国最美村镇评选颁奖盛
典”现场传来喜讯，宜兴市西渚镇获
得“2019中国最美村镇”生态宜居成
就奖！“2019中国最美村镇”评选活
动启动于 2019 年 4 月，全国共有
800多个村镇参与，经过自主报名、
专家巡查、网民投票、媒体评选，西
渚镇最终脱颖而出，成功获评!

2019年12月，由新华报业传媒
集团携手江苏省农业资源开发学会
联合主办、扬子晚报承办的“2019江
苏乡村振兴百镇高峰论坛”在南京
盛大举行。相关部门领导、专家学
者以及江苏百余乡镇的党委书记、
镇长和代表们出席了此次论坛。其
间，由新华报业传媒集团、扬子晚报

和江苏农业资源开发学会联合邀请
江苏乡村振兴相关领域的专家、学
者组成了评审委员会，评出了5大主
题共近60个乡村振兴年度奖项。

2019年11月，云湖茶禅小镇顺
利通过江苏省旅游风情小镇创建单
位2018—2019年度考核。

西渚是宜兴生态禀赋最为突
出、自然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之
一。近年来，围绕打造“中国茶禅
第一镇”，以“全国知名的乡村休闲
度假胜地”发展定位，以山、水、禅、
茶、陶为载体，以“一湖、一寺、一
村、一园”为载体，主动融入“大区
域、大景区、大旅游”格局，对内整
合优质资源，对外强化“双招双
引”，成功实现了西渚文化和旅游
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跨越发展。
为了让茶禅小镇变得更美，西渚镇
不断提质镇容村貌，累计投入6000
余万元推进“一推三治五化”专项
行动，白塔村成功创建省“人居环

境整治综合示范村”，横山村被评
为省“休闲农业精品村”、无锡市

“美丽乡村示范村”，五圣村被评为
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美丽乡村）
综合示范村，“白塔、五圣、横山”美
丽乡村示范带建设成效明显。目

前，360省道长约16.5 公里的西张
段（西渚至张渚），已基本完成主体
建设，西渚镇的区域交通环境得到
进一步改善，在未来，云湖茶禅西
渚将进一步发挥旅游资源优势，创
建“富强美高”新西渚!

2019年，西渚镇着力提升网络
化社会管理水平，群众公共安全感、
满意度继续走在全市前列，白塔村被
评为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直面解
决历史遗留问题3件，“云湖佳苑”顺
利交房，兑现了对200余户群众的承
诺，《人民法院报》专题报道了昔日

“烂尾楼”变成今日“风景线”的做
法。“云湖佳苑”住宅项目原本是由新
得利房地产开发公司开发兴建的。
2014年，因其通过关联企业间拆借
资金运转，加之设计规划不合理，楼
盘因销售停滞、资金链断裂而停工，
成了名副其实的“烂尾楼”。后经过
法院积极与政府主管部门协调，最
终，成功吸引了上海一大型投资集团
拍得该块资产。在资产变现后，法院
还积极协调买受人与政府主管部门
沟通处理纳税、办证等相关事宜，最
终将远近闻名的“烂尾楼”变成赏心
悦目的宜居小区。如今的“云湖佳
苑”一派祥和、安逸的景象，不仅有当
地的134户人家在此安居，更有上
海、南京的人们慕名来此置业。

2019年，西渚镇全面落实各类
救助补助政策，深入开展“阳光扶贫”
活动，老弱病残群体基本生活保障得
到维护。高标准通过国家卫生镇复
审，篁里村、水墨田园等5个单位成
功创建“江苏省健康村（单位）”。西
渚镇社保扩面、新增就业人数连续多

年大幅度超市定任务，劳资纠纷调
解、工伤事故处置、劳动力就业和再
就业等工作扎实有效。文化教育事
业蓬勃发展，市第九届运动会取得优
异成绩，溪东村、筱里村群众活动丰
富多彩；教学质量持续提升，西渚中
学普高达线人数超指标数的22%；
去年，西渚镇投入150余万元改善师
生就餐环境。

新的一年，西渚镇对自身有了更
清晰的目标定位：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
贯彻市委十三届七次全会精神，自
觉践行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
展，坚定实施“产业强镇、生态立镇、
文化兴镇”的主导战略，大力开展

“制度行为规范年”“环境品牌优化
年”“创新发展突破年”活动，狠抓项

目建设，持续优化环境，统筹推进经
济社会各项事业，争当党建引领先
导镇、全域旅游示范镇、生态治理样
板镇，加快把西渚打造成为集禅修、
养生、度假、旅居和观光为一体的

“云湖茶禅小镇”和长三角休闲度假
目的地，为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建设“强富美高”新西渚奠定更
加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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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素博会第八届素博会

““到人民中去到人民中去””中国文联走进云湖茶禅小镇中国文联走进云湖茶禅小镇

姜昆笑剧场远景姜昆笑剧场远景

““云湖佳苑云湖佳苑””远景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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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领 导导 关关 怀怀

党党 建建 引引 领领

精精 彩彩 绽绽 放放

屡屡 获获 殊殊 荣荣

增增 幅幅 喜喜 人人

为为 民民 解解 忧忧

相关杂志关于西渚的报道相关杂志关于西渚的报道 《《云湖读本云湖读本》》杂志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