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版值班编委：徐 达 责任编辑：王凌珏 组版：徐 鹏 视觉：鲁乾青 校对：陈惠芬 每份零售：1.5元 本报及宜兴网法律顾问：江苏谋盛律师事务所 储云南 律师 18300009393·

导读

2版▶▶

市人大常委会
开展视察和专题询问

>>>详见5版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审议《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
和《关于十九届中央第五轮巡视情况的综合报告》

本期8版
第10108期

1版
2020年9月

1
星期二

农历庚子年七月十四

多云到阴，有阵雨
东北风4—5级
27℃—34℃

宜兴日报微信公众号宜兴发布微信公众号

Yixing Daily

· 宜兴网：http://www.cnyixing.cn 新闻热线：（0510）87981161 广告热线：（0510）87981540 ·

·宜兴市融媒体中心主任：张益强 总编辑：芮占良 国内统一刊号：CN32-0009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3202804800028·

逸稳20W392D

咨询热线：80712687 8073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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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市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组织施工人员抢抓晴好天气，在我市宜南山
区抓紧推进蒋张路、汤省线改扩建工程等项目建设，优化宜南山区路网，有效提升区
域通行能力，助推我市全域旅游发展。

上图为日前，施工人员在汤省线工程现场吊装板梁。汤省线是我市宜南山区的重要
旅游道路，长约11公里，其雅达段将于今年年底前基本完成。

左图为日前，施工人员在蒋张路开展沥青摊铺作业。蒋张路全长3公里，是承托
宜南山区旅游交通转换的主要通道之一。目前，该道路已进入路面沥青摊铺阶段，
预计到9月中旬即可全部完工。 （记者 翟霄帆 蒋 瑜 摄）

本报讯（记者史思涵）昨天上
午，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
次会议第一、二次全体会议顺利召
开，决定陈寿彬同志代理宜兴市
市长职务。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周
斌，副主任赵菊明、徐志军、朱保
强，党组成员许兴城及委员共34
人出席会议。市委书记沈建，市
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何晓进，副市
长温秀芳、薛皓月参加会议。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政府
关于土壤污染防治法贯彻实施
情况的报告，关于2020年上半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
与市级投资重点项目及资金安
排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宜
兴市义务教育学校、幼儿园布点
规划实施情况的报告，市人大常
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土壤
污染防治法贯彻实施情况的报
告。会议还决定了有关人事任
免事项，并作出了关于接受张立
军同志辞去宜兴市市长职务请
求的决定、关于接受王英同志辞
去宜兴市人民法院院长等职务
请求的决定、关于陈寿彬同志代
理宜兴市市长职务的决定、关于
方海明同志代理宜兴市人民法
院院长职务的决定。

为推动土壤污染防治法在我
市全面贯彻实施，市人大常委会
把开展土壤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
列入2020年工作要点，并成立执

法检查组，于今年5至6月分别对
矿山修复、固废处置、农业面源污
染、土壤修复等方面进行了现场
执法检查。通过聘请专家授课、
调研座谈、实地察看、听取汇报、
明察暗访、上下联动等方式广泛
收集意见和建议。同时，自土壤
污染防治法颁布实施以来，市政
府将土壤污染防治工作作为保护
和优化生态环境的重要手段，认
真安排部署，突出重点领域，注重
源头治理，出台相应法律法规，积
极开发省先行区试点建设，配套
实施土壤污染防治项目38个，制
定年度土壤污染防治计划，建立
土壤污染重点监管清单，综合防
治力度逐年加大，土壤污染防治
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

上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
来的严峻考验和复杂多变的国内
环境，全市上下深入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
省、市委的决策部署，统筹推进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
全市经济运行呈现先跌后升、逐步
向好的态势，各项社会事业顺利推
进。13个主要经济指标中，有6个
增幅高于无锡平均，11个指标6月
同比上升，财政、投资、外资等指标
顺利实现“双过半”目标任务，固定
资产投资增长7.8%，其中服务业
投资增长17.2%，增速列无锡大市
第2位。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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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建检查调研中小学食材配送和开学准备工作，要求

确保各学校安全顺利开学
推动宜兴教育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李 震）今天，秋
学期正式开学。中小学开学准备
工作做得如何？学生在校能否吃
得健康？带着对全市师生的关心
关切，昨天下午，市委书记沈建带
领市纪委监委、教育局、市场监管
局、卫生和健康委员会、公安局等
部门负责人，检查调研了我市中
小学食材配送和开学准备工作。
他强调，要始终把广大师生的安
全、健康摆到首位，进一步提高认
识、压实责任，精心组织、完善预
案，确保各学校安全顺利开学，推
动全市教育高质量发展。副市长
温秀芳陪同调研。

无锡市苏南学校食材配送有
限公司宜兴分公司负责宜兴全市
公办幼儿园和义务教育学校食堂
的食材集中配送。沈建走进该公
司，在听取公司负责人关于开学食
材配送准备工作情况的汇报后，逐
一检查了检测室、仓储室等地，并
现场询问了蔬果、粮油等检测流
程。当得知公司食品安全快速检
测实验室对配送食材实施全品类、
全批次、全项目检测时，沈建对此

给予肯定。他强调，中小学食堂食
材统一配送，是一项民心工程、爱
心工程和良心工程，市场监管部门
和配送企业要切实压实工作责任，
配足检测人员，配优检测设备，严
格规范食材采购、仓储、配送等流
程，牢牢守住食品安全底线，确保
让家长放心、社会满意。

“全校师生共有多少人？防疫
措施落实得如何？还存在什么困
难？”在市实验中学南校区，沈建来
到医务室、教室、学生餐厅、食堂厨
房等地，实地检查学校开学准备工
作情况，并在现场与无锡市纪委特
聘的“食堂特别监督员”亲切交谈，
听取意见建议。沈建强调，学校安
全事关千家万户，教育部门和各学
校要深刻认识校园疫情防控的极
端重要性，按照国家和省、市委有
关部署要求，继续绷紧疫情防控这
根弦，从严从实落实常态化疫情防
控各项措施，确保校园安全，确保
秋季开学平稳有序。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沈
建听取了市教育局等部门关于全
市学校疫情防控、安全管理、开学

准备等情况的汇报，并对相关工
作给予了肯定。沈建强调，孩子
是宜兴的未来，是一座城市的希
望。各级各相关部门要以办好人
民满意教育为目标，把广大师生
的安全、健康摆到首位，进一步提
高认识、压实责任，精心组织、完
善预案，确保各学校安全顺利开
学，推动全市教育高质量发展。
一要提升校园本质安全水平。要
把确保校园安全作为开学工作的
重中之重，树牢底线思维，压实工
作责任。要全力抓好校园疫情防
控，认真做好师生健康监测、应急
预案演练等工作，确保各项常态化
防控制度措施不折不扣落实到位；
要进一步强化校车驾驶人员管理，
加强校车车况查验，严密细致排查
道路安全隐患，切实抓好校车运行
安全；要开展校舍安全隐患大排
查，对全市校舍逐一摸排，严格校
舍质量监管；要突出绿色安全，对
新落成、新开学的学校，要组织专
业机构全面开展环保检测等工作，
确保新学校安全健康投入使用。
二要抓细抓实学生餐集中配送。

要严格把好食材配送的供应、检
测、运行等“从田间地头到学生餐
桌”的每一道关口，全面消除食品
安全隐患，保障师生“舌尖上的安
全”；要广泛听取学生、家长和教
师的意见建议，主动接受“食堂特
别监督员”的监督，进一步优化配
送时效、种类，让广大师生吃到
优质新鲜、健康营养的餐点，真正
把学生餐集中配送这件好事办
好、实事办实。三要努力擦亮宜
兴教育品牌。要加快落实相关学
校、幼儿园布点规划，科学有序、
稳妥推进市外优质教育机构招
引、建设等工作，进一步扩大宜兴
优质教育资源供给；要主动回应
社会和广大家长对教育工作的期
盼，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坚决守住
教育公平的底线，真正办好人民
满意的教育；要把校长队伍、教师
队伍建设作为主抓手，聚焦学生
素质教育和身心健康成长，高标
准做好教育改革发展各项工作，
推动全市教育高质量发展，加快
重振宜兴教育雄风、擦亮教授之
乡“金字招牌”。

【聚焦】
昨天，东氿小学建设工程迎

来竣工验收，除了接受专业人士
的全面检验，来校报名的学生、家
长们也实地感受着新学校的新气
象。看着一张张满意的笑脸，江
苏沪宁钢机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
程师、该工程项目经理杨文侠心
情激动：“我们全程参与、见证了
这一工程的‘成长’，终于交了份
不错的答卷！”

东氿小学建设工程包含市
东氿小学及市东氿幼儿园建
设，总用地面积44.4亩，主要建
筑包括教学楼、行政楼、食堂、
风雨操场等，总建筑面积约3.4
万平方米，且地下设260个停车
位，兼容体育、人防等多种公共
服务。“这是沪宁钢机设计施工
总承包的首个教育类建设项
目，我们也把这些年参与国家
重点项目的经验倾注到这一项
目中来，期望能发挥本土企业
力量，打造属于宜兴人民的精
品工程、民心工程。”杨文侠说，
沪宁钢机作为国内起步最早的
专业化大型钢结构制造企业之
一，首次在我市的教育类建设

项目中采用“钢结构装配式建
筑”新工艺，且预制装配率水平
达到80%。

“所谓装配式就是工程主要
部件都在工厂加工好，再运到施
工现场组装。”杨文侠说，由于工
厂制作精度可将建筑构件之间
的衔接控制在毫米级以内，因
此，较传统建筑更为坚固，具备
良好的抗震性能。与此同时，建
筑采用的钢材可以回收再利用，
也更为绿色环保。高精尖的技
术加上工程质量的严密把关，让
东氿小学建设工程成为全市乃
至省内的“明星项目”，先后被江
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评为装
配式建筑示范项目、建筑施工标
准化三星级工地、现场施工智慧
工地等。

工程好不好，群众的感受是
最真实的。当天，随着市东氿小
学、东氿幼儿园正式向市民敞开
大门，不少学生与家长在报名结
束后，并未着急离开。“妈妈，我的
新学校很漂亮！”一年级新生顾燚
萱在妈妈的带领下，兴致勃勃地
参观了学校，对即将在校读书满
怀期待。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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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稻谷补贴管理工作方案出台
本报讯（记者赵 辉）昨天，宜

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从市农业农
村局获悉，日前，我市制定出台了
《2020年稻谷补贴管理工作方案》
（以下简称《方案》）。《方案》规定，
补贴标准根据主体种植水稻的面
积规模情况分两档，种植水稻50亩
以上（含）的主体补贴标准为103
元/亩，种植水稻小于50亩的主体

补贴标准为65元/亩。
为进一步明确“谁种粮谁受

益”的政策目标，保障优势产区稻
谷种植收益和农民种粮基本收益，
《方案》规定补贴对象为稻谷实际
生产者和实施种植结构调整的实
际经营者。按要求，由村民委员会
（社区居委会）组织稻谷实际生产
者进行面积申报，各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对各村（社区）造册上报
的补贴面积和金额进行核实，并组
织各行政村以村（社区）为单位张
榜公示。最终，由市农业农村局会
同市财政局制定方案报市政府同
意后实施。补贴资金将通过财政
涉农补贴“一折通”平台，在9月30
日前，直接发放到农户“一折通”存
折，或拨付到规模经营主体账户。

按规定，稻谷补贴资金，任何
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挤占或挪
用，不得抵顶其他任何款项。市农
业农村局、市财政局也将分别设立
监督电话向全社会公布，接受群众
监督。各镇（街道）要坚持并完善
补贴信息档案管理制度，夯实基础
数据采集工作，确保补贴信息完整
真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