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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全面小康小康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看陶都看陶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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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兴融媒——宜兴新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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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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 震）昨天，无
锡市政协委员宜兴联系小组组织
在宜兴的无锡市政协委员，视察
宜兴线缆产业高质量发展情况。
无锡市政协副主席叶勤良，宜兴市
政协主席梅中华、副市长温秀芳、
市政协副主席莫克明、市政协秘书
长谈伟及部分在宜的江苏省政协
委员等参加活动。

当天，参加活动人员实地视察
了无锡江南电缆有限公司、江苏普
睿司曼科技有限公司，听取了我市
线缆产业创新发展相关情况的汇
报。我市现有电线电缆企业250
多家，从业人员6万多人，是全市第
一大支柱产业。2019年，全市125
家规上电线电缆企业实现工业产
值 915.2 亿元，利税总额 61.3 亿
元。在供给结构上，近年来，我市
线缆行业逐步从常规电缆向超高
压、特高压、柔性直流高压电缆及
碳纤维电缆、核电电缆、海底综合
电缆等高端领域、细分领域迈进，
产业链条日趋完善，质量水平持

续提升；在技术标准上，拥有省级
以上企业技术中心15家、省级以
上“两化融合”示范试点企业12家
及院士工作站、博士后技术创新
中心等研发机构18个，承担省级
以上科技项目50余个，主导和参
与国行标制修订102项等。

视察中，委员们围绕进一步
创优营商环境、助力企业做大做
强等方面，对助推宜兴线缆产业
高质量发展，提出了积极的意见
和建议。叶勤良对本次活动给予
了充分肯定，并希望广大政协委
员能围绕中心大局，积极建言献
策，推动相关政策措施更好贯彻
落实；能广泛调查研究、畅通联系
渠道，为企业和地方经济发展作
出自己的贡献。梅中华希望，广
大政协委员围绕落实无锡市政协
部署要求，紧抓理论武装明航向，
踊跃资政建言展作为，凝固共识
合力强引领，提升宜兴联系小组
履职质效，示范带动全市政协队
伍振奋新精神、彰显新气象。

助推宜兴线缆产业高质量发展
无锡市政协委员宜兴联系小组开展视察

全省人大民宗侨台
干部培训班在宜举办

本报讯（记者史思涵）昨天下
午，全省人大民宗侨台干部培训
班在我市举办。省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刘捍东，无锡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华博雅，宜兴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周斌、副主任赵菊明等出
席活动。

会上，刘捍东作开班动员，并回
顾了2019年全省人大民宗侨台工
作。为进一步做好全省人大民宗侨
台工作、务实开展学习，刘捍东强
调，要坚定政治站位，把准工作方
向，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
任务；要聚焦中心大局，勇于担当
作为，努力在落实“六稳”“六保”任
务和“五抓五促”专项行动中担当
作为，为夺取“双胜利”作出应有贡
献；要坚持开拓创新，务求工作实
效，在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下，结合
当地实际，把重点工作做出实效、做
出亮点，以人大工作高质量助推江

苏经济社会发展高质量；要坚持学
以致用，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新思
想和法律法规作为重中之重，把研
究和解决现实问题、推动工作创新
作为学习的根本出发点，通过学习
提高履职能力和工作实效，努力为
全省人大民宗侨台工作再上新台
阶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会上，周斌代表宜兴市人大
常委会对本次培训班的举办表示
热烈祝贺和诚挚欢迎，并简要介
绍了宜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及民
宗侨台工作情况。

据悉，此次培训班为期3天，
邀请了来自省人大法制委、省社
科院、省民宗委等单位的专家学
者分别进行专题讲座。同时，还
将组织学员深入我市西渚镇白塔
村等地进行实地考察。省人大民
宗侨台专业代表组的10位省人大
代表，各设区和无锡各市（区）的
相关负责同志等参加培训。

昨日凌晨开始的新一轮强降雨天气过程，导致全市大部分地区
降雨达暴雨级别。在市委市政府的科学指挥下，全市各级各相关部
门提前科学谋划，众志成城迎战“暴力梅”，把暴雨对群众生产生活
的影响降到最低。

右图为杨巷镇皇新村工作人员利用水泵将内河里的水排出。
下图为市水利部门调集人员正在太湖沿岸夯实木桩，减少水浪

对堤坝冲击。 （记者 翟霄帆 通讯员 龚建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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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兴全力以赴迎战宜兴全力以赴迎战““暴力梅暴力梅””

本报讯（见习记者何沐静）昨
天，中国气象局副局长于新文带领
国家防总工作组来宜检查防汛工
作。宜兴市委副书记、市长张立
军，副市长周峰陪同检查。

在宜期间，工作组一行先后
前往我市丁蜀镇、湖氵父镇，检查太
湖大堤丁蜀段、油车水库等重点
区域的防汛工作。太湖大堤是太
湖地区的重要防洪屏障。太湖大
堤宜兴段全长41.15公里，涉及周
铁镇、新庄街道、丁蜀镇，是我市
东部地区重要的防洪屏障。目

前，我市正在加快推进太湖大堤
剩余工程建设（主要包括大堤堤
身工程和湖西滨湖圩区影响处理
工程）。在太湖大堤丁蜀段，国家
防总工作组一行了解了当前太湖
汛情，防汛责任制落实、大堤巡查
监管、应急预案准备以及防汛物
料储备等相关工作，并察看了相
关工程设施运行情况。位于湖氵父
镇的油车水库是一座以防洪、供
水为主，同时可改善宜兴南部山
区旅游环境的中型水库。水库主
要枢纽建筑物有大坝、溢洪道和

引水建筑物。在油车水库，工作
组一行详细了解了近日周边雨情
水情、水库水位、上游来水等情
况，并实地察看了水库泄洪情
况。当了解到管理单位严格按照
调度规程要求，截至检查时已先
后调度泄洪 4次、严控汛限水位
时，工作组表示了肯定。

近年来，我市坚持大规模、高
标准、精准化投入，全力推进防洪
水利工程建设。今年入汛以来，
紧紧围绕“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这一必保目标和核心要

求，过细准备、扎实应对，认真落
实各项防范和处置措施，力保防
汛安全。检查中，国家防总工作
组对我市防汛工作给予肯定，并
要求我市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
高思想认识、压实责任，把人民生
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要进一
步加强科学监测、强化预报预警，
切实加强形势研判，提高工作精
准度；要全面排查隐患、善于总结
经验、及时补齐短板，重点加强基
础设施建设，全力以赴确保安全
度汛。

国家防总工作组
来宜检查防汛工作

小暑时节，在芳桥街道屺山
村，一片绿油油的有机水稻田映
入眼帘。稻田里，一只只小鸭子
探出头来，发出“嘎嘎嘎”的叫声，
谱写出屺山村村民奔小康的“绿
色欢歌”。

屺山村所在的芳桥街道地理
环境优越、水资源丰富、土壤肥沃
湿润，尤其适宜种植有机水稻。
2018 年，在成功摘得省“味稻小

镇”荣誉称号后，为加快街道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步伐，芳桥又
启动了“省级绿色优质农产品（水
稻）基地”建设。街道引导辖区内
屺山村等各涉农单位和个人在水
稻种植环节逐步向优质化与产业
化方向发展，并和相关部门沟通，
选派专业农技人员，挂钩各地，时
时关注着稻田动向并提供最及时
的指导。

在农技人员建议下，去年，屺
山村党总支计划和部分村民一起
闯新路，在芳桥街道率先尝试“稻
鸭农法”。但乡亲们的质疑也随
之而来：“搞鸭稻就是‘做梦’，不
用农药化肥减产怎么办？”“鸭子
把田里的苗和穗祸害了怎么办？”

“鸭子没养好、田又没种好，赔个
精光怎么办？”……面对村民们的
质疑，村党总支决定先做给大家
看，再带着大家干。因为村党总
支书记王忠健等见到过“梦想成
真”——早在 2004 年，我市就引
进了“稻鸭共育”技术，在和桥镇
部分村进行试验，取得了良好的
收益。

“没想到火啦！去年试种了30

亩，1公斤鸭稻米就卖到20块，而
乡亲们种的普通大米最高才卖7
块多，你说划算不？”王忠健和记者
算起了账，虽然产量有所下降，但
有鸭子吃水草和害虫，省下了饲料
钱，每只鸭子也卖出了50元的高
价。尤其让王忠健高兴的是，这种
绿色生产模式，引起了当地部分企
业主的浓厚兴趣，也激发起当地群
众参与的热情。蒋锡军是某机械
加工企业负责人，在慕名“尝试”了
鸭稻米后，便主动成为家乡优质农
产品的推介人。

“今年，有不少村民表示都想
跟着种，但我们反而不敢带了。盲
目扩大生产，万一赔了怎么办？”王
忠健说。 （下转2版）

“稻鸭农法”铺展屺山强村富民新“稻”路
□记者赵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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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赵辉）昨天，宜兴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从市水利局获悉，
今年以来，全市各地积极推进“河道
管家”工作，预计市级重点河道“管
家服务”年内有望实现全覆盖。

“河道管家”是利用一体化、
市场化、公司化管理等模式，对河
道进行包括高频率的巡查排查、
常态化的水质检测，及提供基础
管理、长效管理等方面的专业化、
综合性服务。2018年，我市丁蜀
镇立足工作实际，在全省首创“河
道管家”模式，经过两年实践，有
效改善了河道整体面貌，提升了
河道水质。为打造宜兴河长制工
作新名片，去年，我市在制定“促
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过程中，新增“河道管家”工作奖
补等对开展河长制管理工作方面
带动作用明显的重点事项，按照

“先急后缓、循序渐进”的原则，率
先在48条市级重点河湖及其一级
支浜推行“河道管家”模式，并制
定了科学的考核办法。例如考核
为优秀的，河道每公里最高补助
10000元，湖泊每亩最高补助100
元；考核为不合格的，不予补助。

面对新时期生态环境保护和
污染防治的要求，全市各地也积
极引导市场参与，并在水质管理、
基础管理、长效管理、工程管理、
应急管理等方面制定了符合自身
实际的“河道管家”工作重点。其
中，徐舍镇进一步拓展“管家服
务”内涵，将镇区所有河道和支浜
都纳入市场化管理和考核；新庄
街道利用“智慧新庄”平台和第三
方测评机构，利用人工检查与无
人机巡察结合形式，实现对镇区
河道、支浜的长效化管理。据了
解，目前，全市已有16个镇（街道）
在市级重点河湖及其一级支浜等
推行“河道管家”模式，其余两镇
也根据辖区内河道、支浜等特点，
科学制订工作方案，对接专业化、
规范化的河道管护公司(队伍)，以
更好提升辖区内管养的效率。

市级重点河道“管家服务”
年内有望全覆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