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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生态文明建设新阶段
本报评论员

! ! ! !

常州 "这座曾经全国闻名的 #工

业明星城市$" 正在经历着深刻而全

面的转型%

市第十次党代会明确提出建设国

家生态城市以来"常州以铁的决心!铁

的法规修复生态!改善环境&今年
#

月"

通过了国家生态市考核验收" 标志着

常州进入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新阶段&

国家考核验收组在实地考察水环境综

合整治'水源地保护!农村环境连片整

治等工作以后" 对常州实施 (生态优

先$战略'积极探索环境保护与经济社

会协调发展的新模式和开创生产发

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

路"作出了充分的肯定&

这同时也是对常州各级政府机关

效能提升的充分肯定&五年来"常州关

停了
)...

多家小化工'小印染'小电镀'

小水泥等污染企业" 为水环境整治'大

气环境整治'噪声整治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这些年"常州的区域环境质量有了

显著提高"为全体市民创造了一个更加

美好的生活环境"先后荣获(国家卫生

城市$'(国家园林城市$等荣誉称号"还

获得了(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

这些年来"常州各级党委政府服务

和促进经济'社会与自然全面协调可持

续发展的能力"有了质的提高&通过(五

大建设$特别是国家生态市建设和文明

城市建设"保障和改善民生与发展经济

得到高度统一&在全市综合经济实力成

倍增长的同时"城乡居民收入也大幅提

高"城乡收入差距不断缩小)全市社会

基本保险" 特别是城镇三大保障全覆

盖"并且水平不断提高&社会保障'安居

工程'公交惠民'医疗惠民'文化惠民'

和谐安民**这许许多多的庞大工程"

核心只有一个+民生幸福%

生态市的建设" 是其中一个很重

要的方面%而透过生态市的建设"我们

看到了机关效能和能力的提升% 在机

关效能'能力提升的背后"体现出的则

是努力实现向服务型政府的华丽转

型% 现在" 市行政审批中心的审批事

项"已从原来的
)",.

多项"缩减到
"..

多项"

+#

个审批部门'

"

个公共服务机

构'

)+

个中介机构进驻办公)全市所有

乡镇街道全部建立便民服务中心"并

逐步形成网络"为社会'为群众'为企

业"提供更加高效'快捷'方便的服务%

全市从社会管理部门到社会服务部

门"从经济管理部门到行政执法部门"

都在千方百计为市民'为企业'为全社

会"创造更加良好的服务环境%我们不

但要建设生态宜居城" 还要建设创新

创业城'现代产业城'和谐幸福城%

“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我市生态建设五年巨变纪实

迎接市第十一次党代会特别报道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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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第十次党代会提出"建设全国生态市"

推进城市现代化% 到
(.).

年" 建成全国生态

市"生态和人居环境良好"环境污染得到有效

控制"市区主要河道水体达三类水质标准%

"""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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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赵祥林已经在常州城里生活了一

辈子，但是在他的眼里，这个城市依旧四处都

充满新鲜感。闲暇时，他总爱约上几个老邻

居、老朋友，坐着免费的
#$%

去常州的各处看

看、走走。

“现在的常州啊，就像是一个大公园一

样。”老人常常这样说。

&

月，常州赢得了与昆明、唐山、许昌等对

手的角逐，获得第八届花博会的举办权。

'

月，常州通过了考核验收，正在等待“国

家生态市”命名。

天明水秀、鸟翔鱼跃、清流绕城郭、绿意

衬新都，这正是今日常州的真实写照。在快速

发展的同时，她正渐渐褪去现代“钢筋水泥森

林”的灰色，披上了生机盎然的新装。

环顾卉树森，浓绿弥众象

赵祥林的家就在红梅公园旁。回想起来，

过去他最爱带着自己的小孙子去红梅公园玩。

在他的印象中，那时候的红梅公园，是一个被

一道围墙圈在闹攘的市中心的“世外桃源”。

他还清楚地记得，孙子小的时候，红梅公

园的门票是两毛钱一张，“那时候几毛钱都心

疼的啊，一个月最多带他去一次。”

再后来，门票一涨再涨，从“几毛钱”涨到

了
(

元、
)*

元、节假日
)(

元，孙子也大了，赵老

先生去红梅公园的次数越来越少。

直到最近几年，家里人发现，赵老先生

又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往红梅公园跑了，几

乎每天早上都要去晨练一会儿，中午睡过

午觉后又要去散散步，找在公园里认识的

老伙计聊聊天。

拆掉了围墙、取消了门票的红梅公园越

来越成为像赵祥林这样的普通市民的“后花

园”。

而在常州，像红梅公园这样完全敞开的

大型公园绿地还有
'"

个———它们错落有致地

分布在全市各个地区。

“还绿于民”、“市民公园、市民享受”。早

在
+**"

年初，常州市委、市政府就提出了全面

实施公园敞开建设。当时，全市只有红梅公

园、东坡公园等
))

座封闭式收费公园，到
+**(

年也只有
)&

座。自
+**'

年以来，常州全面加大

了公园敞开建设力度，先后改建和新建了青

枫公园、紫荆公园、常州市民广场、西瀛里滨

河公园等多处公园绿地。

而在此背后，是常州创新了公园管理模

式，探索出了“一次投入、一劳永逸”的“造血”功

能，通过改建、扩建、新建，在大幅度增加城市公

园绿地的同时，实现了所有的市政类公园全部

建设成为敞开式免费公园，成为全省唯一一个

市政类公园全部免费开放的城市。

总面积超过
,&*

公顷的城市公园和大型公

共绿地，构成了常州市民的“绿色客厅”，每出行

"***

米就能到达其中的一处。而数不清的“小型

绿色会客室”则星罗棋布地散落其间：市民每出

行
(**

米，就可以走进一块
"***

平方米以上的小

型公共绿地；每出行
+***

米，就能到达一片

+****

平方米以上的中型绿地。

不仅如此，绿色还渗透进了城市的道口路

口。自
+**'

年起，常州依托高速公路及其道口、

干线公路、重要河道，实施两轮“八路八口”工

程。
(

年来，全市投资
+)-+

亿元，实现了沪宁高

速、沿江高速等总长
&.+-"

公里的国省道路绿化

工程和总长
((-(

公里的河道绿化工程。浓荫常

驻的城市天际线在扬溧高速公路、宁杭高速公

路、
)*&

国道、
"&*

省道等
,

条道路旁延伸；后周道

口、金坛道口、嘉泽道口、宁杭高速公路溧阳南

道口、溧阳西道口和上兴道口的绿化美化工程，

也让每一个进入常州的人都眼前一亮、倍感清

新。不管省道国道，条条都是绿色通道；不论道

口路口，处处都是绿色窗口。

绿化还向垂直方向立体延伸。常州全面开

展围墙透绿、垂直绿化等特色绿化工程。仅
+*)*

年，全市新建围墙绿化就达
)&'

公里，江南的粉

墙黛瓦与绿色屏障相映成趣；铁路地道、高架桥

柱、河道驳岸等处被各色植物点缀，全市长达
"!

公里的混凝土建筑穿上了“绿色长裙”。

(

年间，常州共新增城乡绿化面积
))"&"-(

公顷，相当于新建了
"**

个红梅公园。到
+*)*

年底，建成区绿地率达到
",-"/

，绿化覆盖率

&+-+/

，城镇人均公共绿地
)'-(!

平方米。

藉此，常州市先后荣获“国家园林城市”荣

誉称号、获颁“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

夏宁是个摄影爱好

者。刚刚大学毕业回到常

州的他一有空就穿行于各

处公园绿地，用镜头记录

下这个焕然一新的家乡，

移步即景，他几乎无法放

下手中的相机。他也因此

戏称这座城市为“快门杀

手”。 ,下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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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基层 转作风 改文风
我市组织新闻单位参加全省新闻战线动员

! ! ! !

本报讯 全省新闻战线“走基

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动员会昨

天下午在南京召开。省委常委、宣传

部长杨新力出席全省会议并讲话。

市委宣传部组织全市新闻单位代表

在常州分会场收看会议视频。

杨新力在讲话中对全省新闻战

线深入开展活动提出三点意见———

一是深刻领悟活动的重要意

义，着力在树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上下工夫，坚决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

线，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按照中央的批示、部署，结合江苏实

际，在全省新闻工作深入实际的传统

上，认真抓好落实。

二是善于把握活动的重要环节，

“走”是前提，要深入第一线采访，了

解人民群众所想所盼；“转”是关键，

要牢固确立群众观念，回答和解决好

“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问

题；“改”是目的，要擅用群众语言，

增强感染力、影响力，争取最好的宣

传效果。

三是努力增强活动的实际效果，

要将活动持之以恒，加强领导，创新活

动的组织形式，建立完善联系基层的

制度，从实际出发，把活动的开展与日

常工作结合起来。

会上，省级新闻单位代表进行了

交流。 ,王淑君-

城市客厅+总面积超过
%".

公顷的城市公园和大型公共绿地"构成了常州的(绿色客厅$"市民每出行
+...

米就能到达其中的一处)而(小

型绿色会客室$更是星罗棋布难以数清%

居住环境+三步一景"十步一画"在今天的常州已经成

为现实%多数居民居住的小区都已类似于花园"而且一个个

别具特色和风格%这是文渊居小区俯瞰%

治气+我市五年来关闭千余家污染型企业"淘汰一批高炉"拆除
*.

多条水泥

机立窑生产线"加强尾气排放和工地扬尘管理"使得天更蓝"空气更加清新"城市

空气
/01

指数优'良天数达
+"+

天%

治水+

(..#

年
)

月起全面启动的市河水环境综合整治(清水工程$"让城市中

曾经的(龙须沟$成为一条条景观河%其中"(三河三园$不但做到(清水$"而且成

为旅游新景"让人(亲水$%

绿化+我市广泛深入推进绿化工程"城镇人均公共绿地已达
)#&*-

平方米"其

中"还开展了特色绿化工程"仅
(.).

年全市就新建围墙绿化
)"#

公里%这是晋陵北

路地道口%

矿山复绿+全市积极修复生态"对辖区内的矿山实施复绿工程"让废弃矿山

重新披上绿装%这是金坛茅山采石场复绿后的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