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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大常委会视察区域一体化
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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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 震）廉
洁宜兴建设迈出新步伐——
11月23日，“清风阳羡 你我
同行”打造廉洁宜兴文化高地
三年行动计划发布会曁“清风
宜旅品阳羡”廉旅品牌启动仪
式，在宜兴阳羡生态旅游度假
区举行。省委第七巡视组组
长朱俊友，省委第七巡视组副
组长陈宏程，无锡市纪委副书
记、市监委副主任刘葱葱，我
市领导封晓春、沈晓红、马钟、
张静红参加活动。

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
记沈晓红在致辞中说，长期
以来，我市持续推进全面从
严治党，以“清风阳羡”品牌
建设为抓手，推动廉洁文化
与红色文化、优秀传统文化
和生态旅游资源深度融合，
助力全市党员干部廉洁从政
意识进一步增强、廉洁自律
理念全方位彰显，廉洁文化
传播在全社会蔚然成风。此
次活动的举行，是全市上下
在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的重要阶段，面向
全社会开展的一次廉洁文化
集中展示。活动紧紧围绕全
面从严治党重大战略，进一
步整合了文体广电、城建文
旅和度假区的生态文化资
源，充分展现了我市弘扬廉
洁文化的坚定信心、传承廉
洁文化的生动实践、建设廉
洁文化的丰硕成果，必将进
一步掀起廉洁文化建设的新
热潮。全市上下要以此为动
力，以更高的政治站位、更实
的工作举措、更新的载体模
式，推动廉洁文化创新转化、
多元发展、立体覆盖、深入人
心，持续擦亮具有宜兴辨识
度的廉洁文化“金名片”，为
宜兴打造区域性国际化中心
城市、奋力谱写“强富美高”
新宜兴现代化建设新篇章提
供坚强政治保证。

据悉，此次活动由市纪
委监委、市委宣传部、宜兴阳
羡生态旅游度假区党工委主
办，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市
城建文旅集团、市交通能源
集团共同承办，通过发布“打
造廉洁宜兴文化高地三年行

动计划”、启动“清风宜旅品阳羡”品牌等多种形式，深入推进新时代廉
洁文化建设，大力营造崇廉尚洁的良好社会氛围。活动现场，为“清风
阳羡 你我同行”廉洁公益广告大赛获奖者颁奖。今年“思廉月”期间，
市纪委监委、市委宣传部、市网信办、团市委等多部门联合举办“清风
阳羡 你我同行”廉洁公益广告大赛，征集到来自全国13个省市自治区
284名参赛选手（含单位）的982件作品，最终评选出标语类获奖作品11
件、平面类获奖作品10件、视频类获奖作品9件。

同时，打造廉洁宜兴文化高地三年行动计划发布。为进一步有效发
挥廉洁文化建设在一体推进“三不腐”中的基础性作用，未来三年，我市将
通过实施“强基、聚星、润雨、焕活、青廉、齐家、护航”七大行动，统筹提升
品牌建设、产品供给、阵地融合水平，强化青年干部队伍建设、家风建设、
政商关系建设，构建“1+3+3”工作格局，全力构建品牌引领、多维支撑、
全域覆盖的特色廉洁文化体系，让干部更加清正、政府更加清明、社会更
加清朗，为“强富美高”新宜兴现代化建设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和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当天，“聚星行动”重要组成部分——“清风宜
旅品阳羡”廉洁文化旅游品牌启幕，发布了品牌LOGO和首批三条主题
线路，同时“清风号”旅游观光巴士首发。今年，市纪委监委牵头与交通、
文旅等系统深化合作，“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培育廉洁文化旅游新业态，
打造“清风宜旅品阳羡”廉旅品牌。其中，此次首发的见贤思齐之旅、修
身养性之旅、清风徐来之旅三条主题线路，主要依托宜兴阳羡生态旅游
度假区“一区四镇”的廉洁文化教育基地和旅游资源整合打造，旨在以沉
浸式廉洁文化体验令游客感受廉文化熏陶，实现“观景悟廉”。

活动中，大家还集中观看了宜兴市廉洁文化工作巡礼短片《清风
化语“廉”花开》，并乘坐“清风号”巴士进行“廉旅”体验。

本报讯（见习记者俞 婕）11
月23日，市四套班子老领导视察
周铁镇高质量发展情况，实地感受
该镇建设发展新成果。市委副书
记沈晓红，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钱怡陪同视察。

在周铁镇徐渎村，老领导们
先后参观了亚夫楼、蜜桔园。在
品尝了该村种植的蜜桔后，老领
导们赞不绝口，希望该村继续以

“亚夫精神”为指引，充分利用
“农业+”“互联网+”等模式，培育
壮大蔬果种植业，助力现代农业
转型升级。在341省道宜兴段3
标项目建设现场，老领导们详细
了解项目建设和推进情况。当
得知该项目将于明年年底完成

主体工程建设时，老领导们希望
周铁镇进一步抓好项目实施，确
保宜马快速通道早日实现贯通，
为宜兴融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
展提供有力支撑。在宜兴赫联智
能智造科创园，老领导们通过参
观展厅、观看宣传片等，详细了
解园区未来规划、企业入驻等情
况。目前，该园区已有50多家科
技创新企业签约入驻或即将入
驻。老领导们希望周铁镇抢抓机
遇、主动作为，充分发挥园区引
领作用，积极培育更多发展创新
主体。在大拈花湾项目建设现
场，老领导们一路走一路看，当
得知该项目的商业文旅街将于
年底建成并对外开放时，老领导

们给予充分肯定，并希望周铁镇
高质高效推进项目建设，将大拈
花湾项目打造成无锡文化旅游
新高地、锡宜一体化发展新的

“桥头堡”。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老

领导们听取了周铁镇近年来工作
总结和下阶段工作计划汇报，并
提出了意见建议。沈晓红说，宜
兴的发展成果离不开各位老领导
的努力和付出，希望老领导们能
继续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建言献
策，为宜兴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
面发挥余热、贡献力量。市委将
继续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用心用
情为老领导们营造幸福、安心的
晚年生活。

市四套班子老领导视察周铁镇高质量发展情况

11月23日，位于杨巷镇的江南米道江苏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工作人员正在
大米加工生产线上生产功能性营养健康大米，大米随后将进入低温成品仓库进行储
存，通过线上平台销往全国各地。目前，该公司功能性大米加工及仓储物流项目一期
全面投产，今年产量有望突破3000吨。

近年来，杨巷镇以江南米道功能性大米加工及仓储物流项目为抓手，不断推进杨
巷大米的种植端向新品种研发、加工端向精深加工方向拓展，提升杨巷大米的市场竞
争力。 （记者 翟霄帆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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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都宜兴，产业、城市、生态、
文化高位均衡发展，既有“中国陶
都、教授之乡”的人文底蕴，又有

“山清水秀、生态宜居”的自然禀
赋，更是活力充沛、潜力无限的全
国十强县（市）。在先后获评国家
卫生城市、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
市、中国最美生态宜居典范城市等
一系列国家级荣誉后，宜兴如今又
添“金名片”——顺利通过中国老
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评估认定，成
为省内第7个、无锡地区目前唯一
的“中国长寿之乡”。

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宜兴
百岁及以上老人126人，占总人口
的比例为11.77/10万人；人口平均
预期寿命远超全国平均水平。这
座宜居宜业的江南“长寿之乡”，有
着怎样的“长寿密码”？

生态密码：
自然禀赋拓展长寿之源

11月 18日，专程来宜授牌的
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会长
刘维林说：“‘长寿之乡’是绿水青
山的代名词，生态宜居的宜兴名副
其实。”

“买田阳羡吾将老，从初只为
溪山好。”900多年前，大文豪苏东
坡来到宜兴，留下了千古名句，成

就了宜兴“阳羡山水甲江南”的美
名。在市卫生健康委主任史中武
看来，宜兴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是
老人们健康长寿的基础。

“苏南第一峰”在这里崛起，
“太湖第一源”从这里发端，“三山
两水五分田”的黄金生态，“三氿镶
嵌”的水城风貌，20万亩郁郁葱葱
的竹海，7.5万亩连绵不断的茶洲，
无不述说着宜兴得天独厚的资源
禀赋。目前，全市林木覆盖率达
31.29%，符合“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5%及以上”的认定要求；环境空气
质量连续三年“双达标”，空气质
量、地表水环境质量排名位居无
锡、江苏前列。

近年来，宜兴更是一手扩展
生态优势，一手创建宜居环境。
围绕治水、治气、治固废等重点工
作，综合实施河湖生态清淤、重点
河湖专项治理等工程，累计关停、
治理到位 3000 余家“散乱污”企
业；着力做好“显山、露水、造园、
植绿”4篇文章，高质高效推进城
乡建设，让绿色资源“零距离”融
入市民生活；构建“郊野公园—城
市综合公园—街区生活公园—邻
里口袋公园”四级完整体系，建成
各类公园近 100 个，改造林下空
间近5万平方米。

和谐密码：
为老服务提升宜居品质

长寿是多种因素叠加作用的
结果，除得益于宜兴良好的自然生
态环境、独特的气候和原生态的健
康食材之外，和宜兴城市文明、宜
居品质以及完备的医疗卫生条件
也密不可分，尤其和谐的社会氛
围，让老年人拥有良好的生活方式
和健康心态。

为积极营造养老、孝老、敬老
的和谐社会氛围，近年来，我市广
泛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敬
老爱老孝老活动。自 2019 年机
构改革我市老龄工作职能划转至
市卫健委以来，该委把老龄工作
融入“健康宜兴”建设大局中，在资
源布局调整、基础设施建设、基本
医疗保障等方面给予充分考量。
今年5月“中国长寿之乡”启动申
报后，我市在市卫生健康委专题
设立“创建办”，牵头制定创建工
作方案，对接上级主管部门落实

“长寿之乡”发展计划，进一步做
优做细康养服务体系。

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市探索健
康宜居城市发展之路的过程中，为
了让老年人共享发展成果，先后出
台《宜兴市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

能技术困难重点任务清单》等一系
列适老化服务政策和惠老服务措
施，在社会资源分配、公共设施设
计等方面，有针对性地对相关设施
进行适老化改造，给予老年人更多
的柔性关怀。截至去年底，全市共
有养老机构37家、养老床位11341
张，护理型床位数量、护理型床位
占比远高于国家标准。与此同时，
我市按年龄段分层为80岁以上老
年人发放高龄补贴，免费为市域内
60岁及以上老人办理优待证。失
能、半失能老年人可享长护险保
障，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实现
100%全覆盖。

康养密码：
大力发展生命健康产业

聚焦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中的
难点、痛点，如何进一步优化养老
服务供给？立足长三角，如何发挥
区域、生态等优势，打造养老标杆
示范？宜兴勇于探索实践。

依托良好的生态资源和发展
潜力，近年来，我市积极构建公建
公营、公建民营、共建民营、民建民
营的全覆盖、多层次、多支撑、多主
体县域大养老模式，探索具有鲜明
本地特色的旅游康养、“互联网+养
老”模式。 （下转2版）

美丽陶都的“长寿密码”
——写在宜兴获评“中国长寿之乡”之际

□ 记者周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