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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静 蔡晓丹 秋冰 文
胡平 摄

本 报 讯 记 者 昨 天 获
悉，全国绿化委员会、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林业
和草原局日前发布《关于表
彰全国绿化先进集体、劳动
模 范 和 先 进 工 作 者 的 决
定》，我市绿化委员会办公
室（市园林局）荣获“全国
绿化先进集体”称号，成为
省内唯一获此殊荣的市级
园林绿化主管部门。这个
先进称号是我国在义务植
树、绿化造林等国土绿化
方面的最高荣誉。

市绿委办（市园林局）
近年来广泛开展全民义务
植树活动，大力实施园林绿
化重点工程，抢救保护古树
名木，大力推进“美丽常州”
建设，积极营造优美人居环
境，助力我市先后获得“国
家园林城市”“国家生态市”

“国家森林城市”“中国人居
环境奖”“全国绿化模范城
市”等一大批“国字号”荣誉
称号。在省内，我市率先编
制了《常州市市民义务植树
基地规划》，专门开辟常州
市民义务植树基地，建设国
家、省、市“三级”义务植树
基地，并将全民义务植树延
伸至乡镇级小公园。作为
江苏省首批“互联网+全民
义务植树”试点市，我市制
定了《常州市城市绿化条
例》《常州市区绿线规划》

《常州市永久性绿地保护管
理办法》，并在全省率先开
通“常州市全民义务植树”

微信公众号，率先运行“常
州树木认养”小程序和在全
省首发“义务植树 40 周年
纪念封”，广泛开展全民义
务植树和全民爱绿护绿植
绿等活动，引导社会各界共
同建设宜居美丽城市。我
市的“爱绿植绿护绿，共建
宜居美丽常州的探索实践”
项目获江苏人居环境范例
奖；横塘河湿地公园成为全
国首批国家级“互联网+全
民义务植树”基地，公园内
开放了全国首个以全民义
务植树为主题的专题展览
馆。

此外，我市近年来还组
织实施了交通干线两侧和
城市出入口绿化工程、生态
绿城建设工程、创建国家生
态园林城市六大工程等一
批重点工程，全面推进公园
绿地、道路河道绿化、镇村
绿化、单位绿化、围墙绿化、
垂直绿化等项目，不断完善
建成区城市绿地生态效益
和服务功能，着力构筑生态
屏障。在古树名木保护上，
我市开展了全市古树名木
资源普查，完成了《常州市
古树名木资源普查成果汇
编》，汇编成《常州市古树名
木》和《常州市古树名木故
事趣谈》，建立了古树名木
日常巡查机制，成立“古木
传承”古树名木保护工作
室，现已累计完成国家、省、
市级 100 余株古树的抢救
复壮。我市今年还将出台

《常州市古树名木及古树后
备资源保护管理办法》，进
一步完善古树名木的管理
与保护。

市绿委办（市园林局）荣获
“全国绿化先进集体”称号

■黄洁璐 常交轩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我市交
通部门获悉，日前，阜宁至溧阳
高速公路丹阳至金坛段（丹阳至
金坛高速公路）初步设计获省发
展改革委批复。

丹阳至金坛高速公路是《江

苏 省 高 速 公 路 网 规 划（2017—
2035 年）》的重要组成部分。该
项目路线起自与沪蓉高速公路
交叉处的丹阳新区枢纽，北接已
建成的镇丹高速，向南止于与沪
武高速公路交叉的金坛经开区
枢纽，接已建的常溧高速，路线
全长 41.35 公里。项目采用双向
六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

速度120公里/小时。
丹金高速是我市高速中环

的西环线的组成部分。该项目
的建设对完善区域高速公路网
络，构建全省新的南北运输通
道，有效疏解过江交通，改善沿
线地区交通出行条件，促进区
域经济社会发展等具有重要意
义。

丹金高速初步设计获批复

■本报记者 朱雅萍

从“文明城市”到“文明典范
城市”，意味着在新起点上推动
文明城市创建高质量发展。常
州如何才能走在前、行在先？一
路走来，我们感受着这座城市强
大的创新力、磅礴的凝聚力。

让创建更长效高效

“ 不 比 不 知 道 ，一 比 吓 一
跳。以前总觉得我们菜市场管
得还行，这次竟然上了黑榜。不
过对比红榜上的那些菜市场，我
们确实差距很大。”在我市发布
争创全国文明典范城市“红黑
榜”后，一家上了黑榜的菜市场
的负责人对媒体表示：“虽然不
会对市场进行大拆大建，但相信
只要下足绣花功夫，做好精细化
管理，我们能早日告别黑榜。”

今年 5 月以来，围绕文明城
市测评各类实地考察点的达标
情况，市建设文明城市指挥部办
公室每月在媒体发布创建工作
综合“红黑榜”，至今已发布 4
期。市各重点职能部门围绕集
贸市场及周边、建制村、居民小
区、医院及周边等重点点位定期
发布专项“红黑榜”，同时对上期
黑榜点位进行抽查复核，以此褒
扬先进、鞭策后进，推动形成创
建工作“你追我赶、争先进位”的
良好格局。

“一阵风”的创建，没有真成
效 ；突 击 来 的 文 明 ，不 是 真 文
明。我市坚决杜绝突击式、运动
式创建，坚持抓在日常、管在平
常，创新性打好文明创建这场持
久战。

今年，我市出台争创全国文
明典范城市工作的五方面 20 项
长效机制，其中包括多项创新举
措，比如集中打造文明城市实地

样本示范点，开展“一帮一、多帮
一、一帮多”文明结对共建制度，
加强考核融合制度等，以此不断
提升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成效和
水平。

让城市更聪明智慧

5 月 20 日，常州市文明实践
“网络云平台”正式上线，云平台
以大数据赋能新时代文明实践
工作，通过全市数据互通，实现
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发布月月
有，实践活动周周送，便民信息
天天推，为民服务全天候”。

“公共垃圾桶快满了，请尽
快处理”“这里有个路灯坏了，晚
上进出不方便”⋯⋯点点手机上
戚墅堰街道的“戚事一网通”微
信小程序，居民生活中的点滴问
题都可反馈。这个小程序集文
明创建、社会综治、市场监管、便
民服务等内容于一体，并实现即
事即办。

信息化、大数据，让常州的
文明创建工作拥有了更聪明的

“大脑”、更有力的“翅膀”。一直
以来，我市注重强化数据场景应
用，努力将城市长效管理、新时
代文明实践、网格化治理、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等数字化平台打
通，以数字化方式抓准小切口、
打通梗阻点、提升便捷度，使创
建工作更具时代性、更有颗粒
度、更具引领力。

让文明更凝神聚力

“从菜场到餐桌，希望我们
和市民一起，在三餐四季中感受
文明。”“建设宜居宜业、人民满
意的美丽之城，是我们不变的追
求。”“努力打造样板城区，我们
力争做到 5 个百分百到位。”“我
们将坚决落实文明创建部署，绘
就乡村建设新图景。”⋯⋯近几

个月，常州各辖市区和文明创建
主要职能部门的“一把手”先后
走进直播室，通过争创全国文明
典范城市“一把手”访谈活动，谈
感悟、亮任务、说举措，共同擘画
文明蓝图，获得了市民的一致点
赞。

全面创建、全民创建、全域
创建，文明创建在常州处处热潮
涌动：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带头
一线督查指导，分管市领导分片
挂钩督办；市指挥部发挥好指导
督促、居中协调的作用，创建工
作的组织体系更有力、工作效能
更突出；各地、各部门注重条块
联动，共同用好“任务清单”“过
程清单”“问题清单”这“三张清
单”；“争创文明典范城市微接
力”的网络活动吸引了超过50万
市民热情参与，全市上下凝心聚
力，形成了强大的创建合力。

同向同行的征程，才会走得
更加顺畅：今年我市开展的争创
全国文明典范城市 11 项重点攻
坚行动，坚持“领导挂钩、部门牵
头、属地落实、条块结合”的原
则，有效解决了一批与群众生活
密切相关的重点难点问题；按照

“指标就高、范围就宽、对象就
准”的原则，我市整合市文明城
市测评、城市长效综合管理、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等考核内
容，逐步实现“一个测评体系、一
个测评标准、一支测评队伍、一
个测评结果、一个结果运用”；在
全市范围内集中打造 27 类 110
个市级文明城市实地样本示范
点，推动各地各部门共同学习借
鉴、对标提升，不断提升文明城
市创建工作成效和水平。

——我市争创全国文明典范城市纪事

勇于创新 功于集成

文明创建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接力赛，途中的风景日日皆新。唯有不断创新，才能顺

应时代需求，满足人民需求，从而达到创建要求。这场接力赛没有旁观者、局外人，全市

上下必须同心同向、同力同行，方能不折不扣把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勇于创新、功于集

成”已成为我市争创文明典范城市的重要实现路径之一。

抢救修复古树名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