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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出伏
降温可期

我市召开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推进会暨国家全域
旅游示范区创建迎检工作会议，要求

把城市文明、生态文化优势
转化为发展动力、民生福祉

逸稳17W394D

咨询热线：80712687 80731111
地址：宜兴市氵九滨南路106号环科园分路口（8路、20路、101路公交可到）
节假日正常销售，即到即买，售完即止。

宜兴支行
YIXING SUB BRA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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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期：2020年8月19日至8月25日

1万元起
394天

理财非存款，产品有风险，投资须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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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须谨慎

业绩比较基准

（1年定期存款基准利率+2.8%） 91天 4.20
聚溢融新客

87912287咨询热线： （工作日）或各营业网点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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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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9日—2020年8月25日

起点

1万起
历史参考年化收益率

%

本报讯（记者倪 晶）8月
22日，市委书记、市委农村工
作领导小组组长沈建主持召开
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长效管护工作的
实施意见（试行）》《宜兴市率先
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示范
建设方案（2020—2022年）》，
听取了市委农办关于我市乡村
振兴战略实绩考核指标半年度
完成情况、村级集体资金违规
出借和资产出租问题专项清理
整治工作阶段性情况的汇报，
研究部署了下阶段重点工作。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
“三农”工作的总抓手，率先基
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乡村
振兴的总目标。会议强调，下
阶段，全市各级要按照乡村振
兴走在前列、率先基本实现农
业农村现代化的工作要求，压
实责任、固强补短，合力推动宜
兴“三农”工作取得新进展、新
突破。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
工作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
和上级精神，准确把握农业农
村现代化的科学内涵，深刻认
识“宜兴打造两个中心城市，农
业农村现代化是重点支撑”“基
本实现现代化，农业农村是最
大短板”，把农业农村现代化示
范建设作为强化城乡统筹、夯
实发展基础的重要抓手，认真
落实乡村振兴各项工作部署，
以及会上讨论的“建设方案”和

“实施意见”，全力推动“三农”
高质量发展，以乡村振兴促进
宜兴振兴。要落实重点任务。
坚持问题导向，针对省、无锡乡
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农业农
村现代化建设中完成难度较大
的指标，制定对策、全力攻坚，
确保各项考核指标高质高效完
成；全面启动示范建设，在农业
现代化上打品牌创特色、在农
村现代化上塑形象换新颜、在
治理现代化上破难题探新路、
在农民现代化上带好头领好
向、在体制现代化上出样板作
示范，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建
设走在无锡、全省前列；进一步
深化“一推三治五化”专项行
动，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提升、老集镇改造、农房建
设，深入开展省级特色田园乡
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综合示
范村创建以及美丽乡村示范带
建设，进一步提升农村人居环
境；大力推进村级集体资金违
规出借和资产出租问题专项清
理整治，狠抓整改落实、健全长
效机制，针对问题矛盾多、整改
进度慢的镇村加强分类督查、业务指导，确保问题整改率、资金收回率
明显提升。

会议要求，全市各级要强化组织保障，把抓好“三农”工作作为重
大政治责任，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各板块要定期研究部
署、狠抓目标任务、加强督促落实，整合利用各方资源、充分调动基层
活力，切实把“三农”工作抓出实效；各相关部门要立足各自行业领域，
强化协调联动、全力支持配合，推动资源要素向农业农村有序流动，服
务保障“三农”高质量发展，合力开创宜兴率先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
化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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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田为纸、水稻为墨，在杨巷镇邬泉村，一幅幅栩栩如生的艺术画跃然田间，寄托着农民对丰收的希望。今年6月，该村邀请专业人
员前来设计、测绘，并按照图纸在这块300多亩的稻田里种植不同色彩的秧苗。目前，稻田画已经到了最佳观赏期，成为乡村的一道美丽
风景。图为日前的航拍图。 （记者 李宁人 摄）

本报讯（记者史思涵）昨天，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邢春宁带
领执法检查组来宜，对我市贯彻
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
防治法》的情况开展执法检查。
无锡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峰
枫，宜兴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周
斌、副主任朱保强，副市长周峰
等陪同检查。

检查组一行先后来到徐舍
镇、新街街道等地，实地检查了无
锡西玖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土壤
污染修复装备研发生产情况、徐
舍镇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项目
进展情况、江苏中宜生态土研究
院有限公司土壤污染防治技术
研发情况。无锡西玖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业务领域涉及土壤与地

下修复、固废处置和大气污染治
理，为客户提供专业的环境污染
一体化解决方案和环保装备，是
无锡市政府重点支持的国家级
高新技术企业。宜兴市土壤安
全利用项目以管控农田土壤环
境风险、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
为核心，项目实际实施面积为安
全利用区5750亩和严格管控区
786亩，分布在徐舍、丁蜀、和桥
和周铁四个镇，目前该项目安全
利用区技术措施应用覆盖面达
100%。中宜生态由中国科学院
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和中国宜兴
环保科技工业园共建，从事污染
泥土渣处置与生态高值化利用，
承担了江苏省重大创新平台等科
技项目5项。 （下转2版）

坚决打赢打好净土保卫战

省人大常委会检查组
来宜执法检查稻田画扮靓乡村

本报讯（记者倪 晶）昨天，我
市召开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推
进会暨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
迎检工作会议。市委书记沈建要
求，全市上下要深刻认识全国文明
城市复评、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
建的重要意义，以迎检为契机进一
步强化责任落实、抓好问题整改、
提升工作水平，努力把城市文明、
生态文化优势转化为发展动力、民
生福祉，奋力争当全省高质量发展
领跑者，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市领导梅中华、周中
平等出席会议。

沈建指出，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既是争
取荣誉、争得品牌的重要机遇，更
是把长期积累的城市文明优势、与
生俱来的生态文化优势转化为发
展动力、民生福祉的重要抓手。一
方面，全国文明城市是国内城市综
合评比的最高荣誉，也是最具价值
的城市品牌，深入推进全国文明城
市创建，既能不断提升城市管理水
平、环境质量、文明程度，提高城市
美誉度、软实力，同时，创建为民、
创建惠民也是市委市政府一贯的

鲜明导向，就是要以创建为抓手持
续解决交通秩序、市容市貌、小区
管理等方面顽疾，推动群众生活环
境明显改善。另一方面，开展国家
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事关产业强
市、城乡融合、生态建设，对于发展
旅游产业具有重要意义，并能有效
促进生态环境全域提升、公共服务
全域优化，有效带动城乡融合发
展、农村环境提升，为美丽宜兴建
设注入强劲动力；同时，还能进一
步带动住宿、交通、餐饮、文娱等产
业发展，推动旅游富民效应由点及
面，让更多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实
惠。对此，全市各级要从事关发展
大局、事关民生改善的高度，深刻
认识两项创建的重要意义，切实增
强创建迎检的责任感紧迫感，以树
品牌、争一流的干劲，强化工作责
任落实，抓好存在问题整改，确保
两项创建取得成功。

沈建要求，抓好创建工作，必
须坚持问题导向、效果导向，对症
施策、精准发力，以重点突破带动
整体提升。围绕迎接全国文明城
市国家复评，各级各相关部门要
严格对照最新的全国文明城市测

评体系，以新出台的“十二大专项
提升行动”为抓手，精准对标、细
化举措，重点攻克行人、非机动车
交通违法、车辆乱停放、环境卫
生、出租车经营秩序、消防安全通
道被堵塞和占用、不文明养犬等
突出问题，全力攻坚问题短板、加
快改善城市面貌。同时，要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展
爱国卫生运动的重要指示精神，
将其作为文明创建的有力抓手，
有机融入文明城市、镇村、单位、
家庭等创建活动，加大工作力度，
提高市民素质。围绕国家全域旅
游示范区创建工作，各级各部门
要认真对照测评标准，全面摸排
点位、认清问题短板、全力整改提
升，重点造浓创建氛围、完善配套
设施、提优旅游服务，努力为各方
游客提供更加舒适方便的旅游体
验，确保首创即成，提振全市上下
发展全域旅游、提升城市品质的
精气神。

沈建强调，全国文明城市、国
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迎检已经
到了关键时刻。全市上下要全面
进入实战状态，拿出在抗击疫情中

的拼劲、狠劲、韧劲，压实责任、强
化担当、齐力共进，以决战决胜的
姿态全力迎检。市领导要深入各
自挂钩片区、分管领域，督促责任
落实、协调解决问题，以上率下把
两项迎检工作抓细抓实。市文明
办、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要切实担
负起牵头抓总、协调指导、检查督
促等责任，帮助部门板块找准问题
症结、加快查漏补缺，更加凸显宜
兴的比较优势、特色优势。各相关
部门要服从迎检大局，发挥职能优
势，主动担当作为，不折不扣完成
各项工作任务。各板块要坚持以
我为主，把两项迎检工作作为当前
工作的重中之重，把工作做在前
面、把问题解决在当地，坚决做到
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确保以优异
成绩通过“国考”。

会议由市委副书记周中平主
持。会上，与会人员集中观看了文
明城市建设专题片；市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沈晓红传达了上级有关
精神并部署了下阶段全国文明城
市复评迎检工作；副市长储红飙部
署了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迎
检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