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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去年是江苏推进城乡建设高
质量发展的攻坚之年，在我国住房和城乡
建设系统继续保持总体领先、重点领域率
先的引领地位，为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
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江苏推进城乡建设高质量发展上，
“三个含量”尤为重要，“三个含量”即民生
含量、宜居含量和品质含量。民生含量使
城乡基础设施大为改善，新建改造城市公
厕1191座，320个老旧小区完成改造升
级，130个宜居住区实现蝶变，累计加装并

投入使用电梯超过1000部等。宜居含量
让美丽乡村绘出新画卷，苏北五市新建农
房改善项目817个，全省累计公布三批
136个特色田园乡村建设试点村庄，其中
19个成效显著的村庄被命名为“江苏省第
一批次特色田园乡村”。品质含量使城乡
风貌有了新塑造，新增4个中国历史文化
名镇、2个中国历史文化名村、5个中国传
统村落。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历史文
化名镇数量全国第一。新增4个国家生态
园林城市，数量位居全国第一。 沈正平

“三个含量”彰显城乡建设更高质量

江苏加快改善苏北农房条件，切实提高群
众生活品质。在2019年改善10万户农房的
基础上，我省提出，将此作为一项长期性、系统
性工程，“决不让群众住着危房‘被小康’”。

从“住有所居”迈向“住有宜居”

深冬寒意重，新居暖人心。
走进淮安市涟水县成集镇条河村新型

农民社区，村民王英梅一边擦着窗户，一边
热情地招呼笔者到家里坐坐。“添了约10万
元，现在楼上楼下都是三室一厅，有小车库，
还有个小菜园，别提多高兴了！”王英梅说。

在宿迁市新庄镇朱瓦村新型社区村民
张裔清看来，以前房子矮小，窗户透风漏雨，
路边沟渠堆满垃圾，一家人只花了几万元就
住进两层小楼，“过去做梦都不敢想”。

2019年，江苏全面启动苏北农房改造
工程，当年省级财政预拨101亿元专项资
金，改善了10万户农民住房条件，同时完成
9691户省级建档立卡低收入农户农村危房
改造。如今，穿行在苏北乡间，不时能看到
一排排白墙黛瓦的两层小楼，那便是改善后
的新型农民社区。

江苏省住建厅厅长周岚表示，绘出“住有
宜居”新蓝图，既是民生问题也是发展问题，
关系群众安居乐业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迁新居，也留乡愁

在盐城市建湖县上冈镇黎明村，银杏、紫
薇、枇杷等乡土树种随处可见。为留住集中
居住点中心位置3棵40年树龄的白杨，黎明
村邀请专家规划保护，围绕原有树木、竹林
等，增加景观绿化，实现了见老树、解乡愁。

“我家住房我设计。”由江苏省住建厅牵
头、面向公众开放的“农房建设服务网”2019
年5月上线运行。群众可自主查询农房设
计图集、政策文件解读，还能选择喜欢的户
型和内部设计。

为保障农民利益，江苏提出，顺应城镇
化和村庄发展规律，科学制定配套政策，坚
决杜绝与民争利，不搞强拆强建，尊重农民
意愿，不强求搬迁进度、土地指标，让群众

“放心搬”。

“住得好”更要“过得好”

整齐的书架倚墙而立，几名村民在书桌旁安静地翻阅书籍。
在宿迁市宿豫区新庄镇杉荷园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图书馆，农
民洗脚离田，在这里读书看报。

“新型农民社区既要让村民集中居住，也要充分考虑配套服
务。”社区党委书记陈先扬说，目前党群服务中心、标准化卫生室、
幼儿园、乡情馆、文娱活动室、污水处理厂等已陆续投用，还组建
了专业保洁队伍、乡土人才志愿服务队等，服务社区群众。

在盐城市，新建的新型农村社区，靠工业园区的68个、农业
园区的88个、旅游园区的8个，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优势产业。

把改善住房条件，让农民早日过上与时代同步的现代生活，
作为苏北乡村振兴的“牛鼻子”。江苏省的计划是，将此作为一项
长期性、系统性工程，在3年内改善苏北30万户农村住房条件，
切实提高群众生活品质。 陈刚 赵久龙

在如皋，“打卡”皋城e站成为了不
少户外劳动者的“每日一课”。茶水休
憩、食物加热、书刊借阅、应急医疗、爱
心雨伞、WIFI上网……这些“福利”不
断满足着户外劳动者的文化生活需
求。那么，这些e站究竟缘何而建、因何
而佳，并且如何实现长足发展呢？

供给侧发力 找准一线职工需求

2018年12月的一个清晨，如皋市
城管局局长何福平在督查的路上遇到
了正在路边呕吐的环卫工王长贵，上前
询问得知，是因为食用了冷早饭导致肠
胃病发作。

54岁的王长贵已经在环卫岗位上
干了28年，450米的中山路不仅是他工
作的“主战场”，还是他的“早餐桌”。每
天早上五点就到岗了，早饭都是带到路
上吃。他早已习惯了这样的作息，稀松
平常地说着早餐的故事。

其实，由于环卫工作的特殊性，大
部分环卫工都经常吃着半冷不热的“街

头早餐”。这不仅仅是一顿饭的事，它
关系着职工的身体健康。为此，如皋市
城管局为职工所想，把创建户外劳动者
驿站作为新时代下工会拓展职能、创新
服务的有力抓手，下决心解决职工的

“早餐桌”。
自去年起，该局将现有的城管岗亭

创新打造了“皋城e站”。这些e站有着
个性鲜明、独具特色的外观，不仅提供
舒适整洁的休憩场所，还增加了微波
炉、雨伞、保暖手套、应急药品等物品，
配备了无线网络、图书角等设施，供一
线城管队员与环卫工使用。如今这样
的e站在如皋已有4家，通过不断地边
提升和升级，将“皋城e站”打造成城管
工会的新品牌、文明皋城的新风景。

服务面延展 惠及更多户外劳动者

无论是城管队员、环卫工人还是出
租车司机、快递员等户外劳动者，他们
都是城市高质量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
员。对此，该局延展“皋城e站”服务功

能与服务范围，向更多的户外劳动者敞
开e站大门，全力打造集休憩、阅读、互
动、咨询等功能于一体的现代化立体

“服务站”。
文峰大世界商场门前的“皋城e站”

算得上是“最火”驿站，每日的人流量近
百人次。出租车司机徐伟是e站常客，
他指着e站外不远停车位上的出租车，
告诉笔者：“我基本每天都要来这里坐
坐，喝点热水，咨询咨询问题，e站给我
提供了很多方便。”

e站既是休息站点，又是阅读书屋，
还是办件窗口。在图书角里，由工会精
挑细选的历史类、文学类书籍在户外劳
动者中具有很高的借阅量。在办公区
内，执法队员可以现场办理户外广告备
案、接处城市管理举报等。使e站在一
定程度上缓解了一线城管队员的工作
压力，同时以更高的效率方便了广大办
件群众。

目前，皋城e站已提供服务880小
时，服务对象约3635人次。用更好的

公共服务实现良性互动，已然是打通城
管联系群众“最后一公里”的有益举措，
更是“城市管理像绣花一样精细”的题
中之义。

后续力更足 吸引更多社会力量

与其说“皋城e站”是户外劳动者休
息站，倒不如说，它是衡量一座城市公
共服务能力与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让
生活更人性化、城市更有品位，是一种
看得见、摸得着的“城市态度”。

e站工作谁来负责？这是大多数e
站建设后所面临的一大难题。这个站
既然开了，就不能只是个形式。要维护
好，还是离不开人。该局工会采取了在
辖区中队轮岗的方式来处理e站的日常
事务，并依托志愿服务平台，引导城管
志愿者、公益组织、爱心人士等参与到
驿站的维护工作中来，既维护了正常运
行又增加了驿站活力。

目前，e站工作已形成以工会为主
体、城管志愿服务为载体的多元主体参
与机制，与公益团体、志愿组织等社会
团体相互借力、相互成全，多渠道、多方
式吸引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其中，使e
站工作更细致、更温暖。 刘铭蔚

“‘鼠至调新律，梅开早报春。’
这幅喜气，老师我就要它了！”来自
安徽的工友秦师傅拽住春联一角，
喜气洋洋地说道。

近日，由江苏省建设工会、江
苏工人报社联合主办的“喜迎新
春，江苏书画名家走进建筑工地送

‘福’到家”活动，赢得了建筑职工
的热烈欢迎。

中国美协理事、江苏省美协

秘书长佘玉奇，中国美协会员、南
京市美协主席濮存周，中国书协
会员、江苏省书协副主席黄正明，
中国美协会员毕宝祥、樊波、邱炽
铭，中国书协会员衡正安、潘永
斯、陈克年、黄征，江苏省美协会
员孙元亮、邹凌、周奇峰、何柳，江
苏省省直书协会员李春，南京市
书协会员佘玉龙先后赴中建三局
工程总承包公司（华东）南京工业
大学浦江学院（溧水）项目部，中
建二局江苏公司南京仙林百水保
障房项目部、栖霞区省中医院仙
林分院项目部，中建五局江苏公
司南京六合经济开发区保利项目
部，现场挥毫泼墨，为建筑业职工
送春联写福字，一幅幅饱含年味、
寓意吉祥的春联，为即将回家过
年的工友们送上载满祝福的“文
化年货”。

本次活动得到了中建三局、
中建二局、中建五局的高度重视，
为使活动圆满成功，为让员工过
个吉祥欢乐的新年做了大量的细

致工作；工友们面对书画名家的
作品爱不释手，纷纷带着自己喜
爱的吉祥春联内容，带着满满的

“温暖、健康、幸福”，踏上回家的
路程。
马飞强 谢蒙蒙 杨梦瑶 赵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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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皋城e站”载起城市文明和谐梦

吉祥鼠报丰收岁 科技花开富裕家
——江苏书画名家走进建筑工地送“福”到家

书画家为中建三局工友送春联写福字。

中建三局的工友开心地拿着“福到”，竖起了大拇指。

书画家和工友们在中建二局百水保障房项目部合影留念。

中建二局的工友们在精心挑选合适的春联。

中 建 二中 建 二
局百水保障局百水保障
房项目的工房项目的工
友拿着友拿着““家家””、、

““兴兴””两字两字，，笑笑
容满面容满面。。

中建二局省中医院仙林分院项目的工友举着自
选的心怡春联，满面春风。

中建五局
的年轻工友请

“福”到家。

书画家和工友们在中建五局六合保利项目部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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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省住房城乡
建设厅城管局局长陈曦、省建设
工会主任韩益华、副主任佘玉龙
等一行先后来到浦口区浦诚环
卫公司、雨花台区南京润雨清洁
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和玄武区南
京市环境卫生保障应急处置中
心慰问一线环卫工人，并为他们
送上节日的礼品和“福”。

近日连续低温阴雨，天气预

报夜间中雪将至，南京全市环卫
工人都进入值班待命状态，随时
准备投入除雪战斗。省建设工
会主任韩益华叮嘱环卫工人一
定要做防寒保暖措施，除雪作业
安全第一。元旦至春节期间，省
建设工会为全市200名困难环
卫职工购置了大米、食用油、副
食品礼包等新春慰问品，总价值
5万元，并发动全省住房城乡建

设系统各级工会广泛深入开展
以“工会常伴，贴心送暖”为主题
的慰问活动，把关怀和温暖送到
广大职工的心坎上。 黄蔚

图①:陈曦为环卫工人送上
大米和食用油。

图②:韩益华为环卫工人送
上副食品礼盒。

图③:佘玉龙为浦诚环卫公
司标兵队员送上新春慰问品。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为南京环卫职工“送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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