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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评论 ③ 新生态

建设新东台 开启新征程

责任编辑：袁效川 版式设计：袁效川

记者 蔡凤军 张一峰 通讯员 郑华

无锡城中公园多寿楼，锡城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
的地方。如今，在这块红色革命教育基地，又添上了
富有时代特色的党建教育新亮点——东台驻锡流动
党员教育基地近日在此揭牌成立。

简短仪式过后，第一项活动就是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大党课：东台市委党校专家为我市在无锡创
业、打工的100多名党员解读十九大报告，无锡“第一
支部”党建基地的同志带着大家一起重温党的优良传
统和作风。

当日，记者在网上检索，没有找到一条“流动党
员教育基地”的新闻或词条。电话向省市组织部门、
党史办了解，得到的回答都是：未闻先例。

无锡“第一支部”党建基地主任、党支部书记吴臻
翔兴奋地说：“把教育基地建在流动党员工作生活的
地方，是东台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的实着子，也是对‘第
一支部’党建基地的新补充，‘第一支部’将加强与东
台联手，为驻锡东台党员提供更好服务特别是学习教
育的便捷条件。”

听课时落针可闻，互动时提问踊跃。讲课老师直
呼想不到，这些平时整日里忙着生意生计的汉子学习
这么在乎、这么认真。基地牵头人、无锡市炜联不锈

钢有限公司董事长伍祥东感慨：其实，我们这些闯荡
的党员就像离家的孩子，更加期盼党的温暖。党的十
九大胜利召开，不仅事关党和国家事业继往开来，事
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命运，更与我们每一个党
员，每一个中国人的利益息息相关。作为党员，理当
更深更透地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

一旁的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两新”工委书记汪安
东接过话茬：“党员的需求，就是我们党建教育管理中
努力的方向。”

汪安东介绍，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
度化过程中，市委组织部有针对性地探索强化流动党
员教育管理的新举措，推行流动党员有组织、优服务、
爱学习、讲奉献“4S”管理模式。早些时候，在苏锡常
宁地区成立了首批“流动党员之家”。此次乘着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东风，在流动党员教育管理工作
基础较好的无锡建立首家流动党员教育基地，汇聚家
乡党组织、驻地党组织合力，激发党员热情，真正让

“4S”管理落到实处。
伍祥东是时堰镇五星村人，在无锡打拼了20多

年。他坦言，最初出来闯荡时只是一心忙着赚钱拼天
下，与家乡党组织联系得很少。闲下来时，心里便有
种空落落的感觉。前几年，时堰镇党委和五星村党总
支先发函，指派专人与在外流动党员联系，后来又建

起了网络党支部和QQ、微信工作群，与组织与家乡
的联系越来越紧了，党员的责任感也越来越强了。在
家乡党组织积极筹划和驻地党组织的支持下，他与无
锡的热心党员同志一起，（下转第二版）

百名流动党员一个“家”

本报讯（华翔）近日，我市全面启动2018年城乡
居民医疗保险筹资工作。

2018年1月1日起，我市将正式实施统一的城乡
居民医疗保险制度，整合后由人社医保部门统一管
理，保障待遇统一并适度提高。

此次筹资工作，筹资标准有所提高，财政补助相应
增加。2018年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筹资标准设为成年人
250元、220元两档，学生及未成年人150元。财政对城

乡居民医疗保险的补助将由每人470元提高到500元。
市财政不仅继续对特困人员、孤儿、城乡最低生

活保障等优抚人群全额资助参保，同时将符合条件
的建档立卡低收入人口纳入到资助参保的范围内。
预计2018年市财政将增加支出4000万元。

市财政局将会同市人社、医保部门继续对城乡居
民医疗保险制度进行完善，使城乡居民能够更加公
平地享有基本医疗保障权益。

全市城乡居民明年享受统一医保待遇

记者 顾敏

建设新东台发展大会上，市委书记陈卫红关于
“生态绿+海洋蓝”“诗和远方”等充满人文情怀的讲
话，成为众多乡友客商和网友们热议和点赞的话题。

河阔水清、绿林成荫、鹭鸟悠然、游人如织、处处
为景、步步皆画。看一座史馆，踏一条古街，游一片绿
林，赏城市客厅，一路欢歌笑语，阅不尽的美景。离乡
多年的游子和客商们真切地感受着优美生态美东台
的诗画意境。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实现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相统一——近年来，我市走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促进绿色经济、绿色城镇、绿色

生活同频共振，实现发展含金量和含绿量双翼齐飞。
空气质量良好率常年保持在 75%以上，环境质量综合
指数连续多年位居全省前列。年内实现全市林木覆
盖率提高到 28%。先后创成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
城市，国家生态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通过验收，被列
为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成功列入全国第二批“国家全
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名录。优美生态成为东台的“金
字招牌”，更是厚泽子孙的宝贵财富。

“受益而不觉，失之则难存”，良好生态环境是最
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也是东台最
值得珍视的竞争力。有风景的地方就有新经济。同
等条件下，哪里生态好，哪里对高科技产业、高层次人
才的吸引力就更强。有了好生态作底色，发展才能成

为亮色。我市把生态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以高度
的共识、高度的警醒、高度的自觉，全力打赢生态保护
和环境治理攻坚战，促进东台环境质量更优异。

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生态，建设更高颜值
的新东台。用好和放大生态优势，以生态建设的新成
果造福于民，东台不断求进，用心培育“一片林”，再
造一个郁郁苍苍的大森林，形成新的城市绿肺，让“生
态绿+海洋蓝”的沿海生态大公园成为原生态与新业
态完美结合的最佳范本。

一城春色半城花，万顷碧波拥海来。东台正在城
乡建设上精雕细琢，将宜居宜业宜游的特征鲜明刻画
在东台大地上，现代化气质的城市，田园牧歌的乡村，
让人记得住乡愁。

让绿色与蓝海成为“诗和远方”

驻锡流动党员教育基地揭牌仪式。言楠 摄

本报讯（记者 戴海波）11月
23日上午，全市农业结构调整暨
冬春水利绿化现场推进会召
开。市委副书记、市长王旭东要
求，紧扣序时进度，提高建设标
准，强化责任落实，确保农业农
村各项重点工作目标任务必成。

王旭东指出，当前秋播已
接近尾声，农业结构调整到了
关键时刻。各镇区、各部门要
更新理念，干在人先。要把党
的十九大精神与做好当前农业
农村重点工作紧密结合，积极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在产业升级、

“一片林”工程、特色田园乡村建
设等方面不断创新，形成可借
鉴、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同
时要抢抓机遇，积极向上对接，
争取政策、项目、资金支持。

王旭东强调，加快农业结
构调整要把力度体现在规模培
植、体现在进位争先和克难攻
坚上。要着力抓好现代农业示
范带、千亩示范片，确保 10 万
亩调整任务不落空。要围绕农
业产业化发展，重抓龙头企业
招引，确保年底前再签约一批、
开工一批农业项目。继续加大
农业园区建设力度，推进农村
建设用地减量化工作。

王旭东要求，要严格按照
标准加快“一片林”工程建设，
不断深化河长制工作，扎实推
进“四河一城”样本工程，加强东台河整治，有效改善水环境。

各镇区要对照目标任务，逐项制定补短措施，明确时间
表、任务书、路线图，确保完成既定目标任务。相关部门要强
化业务指导，主动靠前服务，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要落
实资金保障责任，统筹做好兑现奖补，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会前，王旭东带领相关部门及镇区主要负责同志实地观
摩了三仓镇千亩设施农业示范片、新曹农场绿化管护、头灶
镇现代农业示范园和严沟疏浚整治、东台镇344国道绿色通
道标准段和五七浅沟疏浚等现场。

会上，市委常委金学宏通报了全市农业结构调整、绿色
通道建设、农村建设用地减量化、沿海土地综合整治、河长
制、冬春水利建设、农业招商等重点工作推进情况。

副市长王维建参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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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水平，二期项目新引进的CNC、线切割机、镜面火
花机等成套智能设备已投产，进一步巩固提升了在市
场上的领先优势。记者 夏静华 摄

本报讯（记者 许翰文）11月20日至21日，农业部规划设
计研究院院长隋斌一行来我市，开展乡村振兴战略研究，并
就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进行调研。市委常委金学宏陪同。

我市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水平位居全国第三，农业现代
化指标监测水平连续多年位居江苏省第一方阵。三仓现代
农业产业园2016年获评江苏省十强优秀园区。作为江苏省
首批推进特色田园乡村建设试点单位，我市坚持规划先行，
注重创塑特色，着力集聚要素，加强统筹协调，推行政策聚
焦、资源聚集、力量聚合，致力探索出一条农村复兴、农业兴
旺、农民幸福的发展新路径。

隋斌一行对三仓现代农业产业园、华大产业园、临塔村、
甘港村等进行了实地调研，认为我市亮点纷呈硕果累累。

农业部调研组肯定
我市农业农村工作

伊风

如今，流动党员已经成为一个特有的
党建词汇。如何加强这些党员的教育管
理，成为党建工作面临的一个崭新课题。

我市抓住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契机，从加强党员学习教育入手，探索创
新流动党员管理新途径，虚功实做，起到了
四两拨千斤作用。

虚功实做，做出成效，前提是有基础有
目标。探索建立驻锡党员教育基地，一是
选准了时机。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在广
大党员群众迫切需要学习了解党的十九大
精神关键时点，送学习、建基地顺理成章。
二是选对了地方。一直以来，我市驻锡党员
与家乡党组织联系较为密切，开展活动较为
正常，特别是部分党员积极奉献社会，回馈家
乡，发挥作用较好。另一方面，无锡“第一支
部”教育基地具有丰厚革命传统和党建教育
传承，在过往岁月中为流动党员提供了良好
服务。天时地利人和，让我市驻锡流动党员
教育基地创建之初就显示强大的生命力，为
东台、为更广区域范围流动党员教育管理提
供了示范和样板。

党员流动到哪，党旗就要飘到哪，党组
织的管理和服务就跟进到哪。只有这样，
才能使党旗始终在流动党员中熠熠生辉。

把流动党员
凝聚在党旗下

短 评

本报讯（虞忠辉）市财政局近日专题召开会议，
传达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要求坚持学思践悟、知
行合一，不断开创财政改革发展新局面。

该局要求全体财政干部学深学透党的十九大报
告，强化目标意识，夯实推进财政工作的关键措
施。结合东台经济社会运行和财政改革发展实际，
围绕财政收入提质增效、预算汇编、财政内控制度
建立等重点工作拿出具体办法，确保各项任务落实
到位。进一步加强全市财政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干
部队伍建设，严格执行各项制度，筑牢遵规守纪防
线，确保财政资金和财政干部“两个安全”。

财政局努力开创
发展新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