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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慢性病门诊保障
“打开方式”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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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户外路名牌、阅报栏。

东坡阁昨日开阁
雅达·阳羡溪山项目取得重要进展

打造宜兴对外展示新窗口、文化旅游新地标

本报讯（记者倪 晶）昨天上
午，市政协举行全市经济社会发
展情况通报会，听取市长张立军
通报今年以来我市经济社会发展
情况。市政协主席梅中华，市政
协副主席莫克明、吴伯荣、洪雅、
吴青峰、芮俊燕、钱伟兴，党组成
员唐群峰、秘书长谈伟以及全体
市政协委员，在宜的省、无锡市政
协委员，政协工作委员会成员，市
各民主党派成员，市工商联常、执
委，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成
员和市政协全体机关干部等参加
会议。

张立军在通报中说，今年以
来，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和各类困难矛盾叠加的严峻挑
战，全市上下众志成城、克难奋
进，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宜兴高质量发展继续稳
健前行，各项事业取得来之不易
成绩。下半年，我市将重点做好
五个方面工作：强化目标导向聚
力攻坚、紧盯薄弱环节靶向发力、
加强氛围营造做优保障，全力抓
好“六稳”“六保”；紧抓项目建设
增后劲、加快产业转型强动能、坚

持改革创新激活力，加力推动提
质增效；慎终如始抓疫情防控、全
力攻坚抓安全生产、综合施策抓
生态治理，努力筑牢“三道防线”；
以入选全省美丽宜居城市建设综
合试点为契机，围绕打造美丽宜
居城市和美丽田园乡村，精准聚
焦、协同发力，致力建设美丽宜
兴；补齐民生保障短板、提档升级
公共服务、创新完善社会治理，着
力改善人民生活，确保完成目标
任务，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双胜利”。

梅中华主持会议，并要求全
市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
贯彻市委十三届八次全会精神，
始终要坚定政治站位明航向、注
重系统施策谱新篇、强化使命担
当作表率，勇立潮头争当时代“答
卷人”；要共绘改革发展“新蓝
图”、助推民生福祉“稳提升”、汇
聚团结奋进“正能量”，善谋实干
唱响发展“协奏曲”；要确保专题
活动立足“实”、调查研究立足

“深”、全会建言立足“精”，精准发
力共创履职“新业绩”，不断开创

“强富美高”新宜兴建设新局面。

市政协举行情况通报会

本报讯（记者赵 辉）昨天，宜
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从市公用事
业管理局获悉，为加强节约用水
管理，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我市
制定《宜兴市节约用水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并于8月1日
起施行。

《办法》规定，节约用水实行
居民生活用水和单位用水分类管
理，居民生活用水和年使用公共
供水（即自来水，下同）六千立方
米以下或月用水量在五百立方米
以下的单位用水，实行定额用水
管理；年使用公共供水超过六千
立方米或月用水量超过五百立方
米的单位用水，实行计划与定额
相结合的用水管理。

《办法》明确，单位用水实行
超计划或者超定额累进加价收费

制度。其中，用水单位超计划或
者超定额用水百分之五以上不足
百分之十的部分按照现行基本水
价的一倍加收；百分之十以上不
足百分之二十的部分按照两倍加
收；百分之二十以上不足百分之
三十的部分按照三倍加收；百分
之三十以上的部分按照五倍加
收。累进加价水费由市城市节约
用水办公室委托公共供水企业代
收，累进加价水费的加价部分全
额上缴财政专户，专项用于节约
用水管理工作。

此外，《办法》还要求，使用公
共用水的新建、改建、扩建建设
项目，应当制定节约用水措施方
案、配套建设节约用水设施。民
用建筑建设项目施工图设计文件
应当符合绿色建筑设计标准中的

水资源综合利用方案、雨水利
用、节水措施等节约用水要求。
尤其是，规划用地面积二万平方
米以上的新建项目，应当配套建
设雨水净化、渗透和收集利用设
施；建筑面积三万平方米以上的

宾馆、饭店以及建筑面积十万平
方米以上的校园、居住区及其他
民用建筑，配套建设中水或者雨
水利用设施。每一万平方米建设
用地宜建设不小于一百立方米的
雨水调蓄池。

我市制定节约用水管理办法
单位用水实行累进加价收费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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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 胤）昨天，东
坡阁开阁仪式在我市湖氵父镇举
行。这标志着雅达·阳羡溪山项目
建设取得了新成果，打开了宜兴
对外展示人文底蕴、山水胜境的
新窗口。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朱光亚，雅达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董
事长蒋建宁，以及我市领导沈建、
周斌（人大）、沈晓红、马钟参加开
阁仪式。

东坡阁由国内古建筑领域泰
斗朱光亚设计，苏州香山帮古建行
业的能工巧匠建造，总投资6000万
元，历时一年建造完成。建筑群的
空间意象取意宋画，山顶组团由主
阁、揽玉、浮翠等部分组成，通过建
筑及回廊、虹桥的围合形成庭院。
山间建筑群由洞达、乾坤、仲伯三

重山门及游廊等组成，整体建筑与
自然山水石林交相呼应，较好还原
了宋式建筑风骨。为了更好地展示
宜兴文化，主阁内除了设有介绍东
坡阁由来、建造过程的展厅外，还设
置了“苏东坡与宜兴”展厅，全方位
展示苏东坡与宜兴的历史渊源。

市委书记沈建在致辞中指出，
宜兴地处太湖之滨、锦绣江南，不
仅工商繁荣、产业厚实，而且历史
悠久、底蕴深厚，山水秀美、生态宜
居，是享誉中外的中国陶都、教授
之乡、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历史
上，一代文豪苏东坡曾钟情宜兴的
人文山水，留下“在宜兴买田终老”
的心愿。一直以来，宜兴市委市政
府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将生态文化旅游作为战略产业来

培育打造，加快走出“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发展之路。依托于
此，蒋建宁董事长领衔的项目团
队，于2017年8月选择宜兴投资兴
建雅达·阳羡溪山、窑湖小镇项
目。项目签约3年来，宜兴各级和
项目各方围绕打造“国内旅游发展
新标杆、休闲旅游度假目的地”的
定位，紧密配合、高效协作，全力抓
好项目设计、审批、建设、管理等环
节，确保了项目高质高效推进。其
中，东坡阁作为阳羡溪山的标志性
景观，具有浓郁文化气息、蕴含丰
厚文化内涵，而且是由雅达项目方
捐建，充分体现了雅达对阳羡溪山
项目的坚定信心、对宜兴发展的真
挚情怀。东坡阁的开阁，必将为宜
兴生态、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画上

浓墨重彩的一笔。
沈建表示，下阶段，宜兴市委

市政府将继续举全市之力，以最大
诚意、最优服务、最实举措，认真落
实各项承诺，全力保障项目建设，
力促项目早日建成、发挥最大效
益。同时，他希望，东坡阁的管理
单位要认真负责地维护和运行好
东坡阁，使其成为展示宜兴文化底
蕴的新窗口，成为宜南山区的标志
性景观；项目团队要继续坚持高起
点定位、高标准建设、高水平运作，
加快打造一流休闲度假区和旅游
目的地，加快助推宜兴重振旅游雄
风、实现新的腾飞。

活动中，沈建和蒋建宁共同为
东坡阁揭幕，周斌和马钟共同为苏
东坡塑像揭幕。

多年来，位于张渚镇的江苏沪宁钢机股份有限公司致力打造“中国建筑钢结构质量第一品牌”，通过持续推进技术创新，研发国内领
先的钢结构新技术，先后参与编制各类标准28项，荣获各类科技进步奖50多项，日前还荣获“江苏省省长质量奖”。过硬的产品质量及
工匠精神，得到了客户的青睐，目前该公司订单已排至明年。

图为近日，公司员工正在加紧生产京津合作示范区城市展馆等重点项目配套构件。 （记者 孙斐斐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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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CPI涨幅扩大，
我国物价走势如何？

本报讯（见习记者何沐静）
昨天，“紫砂导师团 助力乡村振
兴”项目在丁蜀镇紫砂村启动。

宜兴的紫砂特色村落数量
繁多，紫砂技艺是当地老百姓致
富的重要手段。为提高乡村紫
砂艺人的技术水平，使其发挥在
乡村振兴中应有的作用，宜兴市
人民政府联合中国艺术研究院
等单位联合打造了“紫砂导师团
助力乡村振兴”项目。该公益项
目以中国艺术研究院紫砂研究
院、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宜
兴陶都陶瓷非遗研究中心等为
依托，选拔技术及文化人才组建

“乡村振兴紫砂导师团”，在丁蜀
镇紫砂特色村建立培训基地。
其中，导师团由邱春林、鲍志强、
季益顺、华健、徐元明、谢强、鲍

玉梅、钱江涵8位紫砂艺术大师、
业界技能高手以及专家学者组
成，同时配有由文化、艺术、技艺
等方面优秀人才组成的讲师团，
为学员提供特色技艺、紫砂文
化、紫砂艺术、专业基础、文化讲
座、紫砂营销六大板块公益性课
程。课程共计320课时，培训周
期约一年，通过理论教学、技艺
辅导、线下讲授、网络传播等方
式开展，培训结束后还将举办成
果展示活动，择优推荐对接专
科、本科学历教学等。

目前，首期约50名学员已经
招录完成，第一课也于昨天下午
在紫砂村开课。据悉，紫砂村为
该项目的试点村，计划于2到3
年内将项目推广至丁蜀镇全镇，
让更多村民受益。

“紫砂导师团助力乡村振兴”项目启动

新华社北京8月10日电 国
家主席习近平10日致电卢卡申
科，祝贺他再次当选白俄罗斯共
和国总统。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在卢

卡申科再次当选白俄罗斯共和
国总统之际，我谨代表中国政府
和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
义，向卢卡申科总统致以热烈的
祝贺和良好的祝愿。我高度重

视中白关系发展，愿同卢卡申科
总统携手努力，共同推进中白全
面战略伙伴关系，开拓两国各领
域互利合作新局面，为两国和两
国人民创造新福祉。

习近平致电祝贺卢卡申科
当选白俄罗斯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