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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看点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的
相对稳定，各条线掀起了复工复产的
热潮。日前，我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工
作会议作出郑重承诺：强化工作组织
精细化程度，提高工程推进效率，分
秒必争弥补疫情造成的损失，再实施
一批生态环境打造、污水管网改造等
一批民生项目，尽最大努力完成中心
城区基础设施直接投入10亿元的年
度目标任务。

“我们需要一座什么样的城市？”
对此，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答案，但却
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城市，让生活更加
美好。市住建局局长苏强介绍说，我市
积极顺应百姓对城市品质和生活品质
日益提高的迫切需求，坚持内外兼修，
不断放大古城亮点、弥补建设现代城
市中存在的不足，持续提升城市整体
层次，以城市的高品质建设为城市发
展赢得更多机会、争取更大空间。

用心做好古城保护文章，
放大城市历史底蕴深厚优势

文化是城市的根和魂。“我们只
有知道自己从哪里来，才能明白未来
往何处去，否则就会迷失方向、失去
灵魂。”苏强介绍说，作为一座千年
古城，如皋的古城文化具有其自身特
色。我市在推进城市建设进程中，始
终将古城保护和开发利用放到重要位
置，使古城文化借助强壮的“城市生
命体”得以延续。

今年，我市继续加大保护传承历
史文脉力度，探索景区新模式，围绕

“建设长三角更富魅力的宜居宜业历
史文化名城”的定位，将东大街、集
贤里历史文化街区进行整合，划定水
绘园为核心区，内外城河、龙游河风
光带为重点区，形成“一园、两河、
一带”新格局，建设有历史底蕴、有

文化内涵、有生活气息的历史文化名
城；打造景区新亮点，加快东大街历
史文化街区改造进程，提升中山路、
碧霞路的建筑业态、商业质态、文化
特色，通过修复古街古巷、消防专项
改造、修缮传统院落等举措，增强城
市宜游品质；塑造景区新品牌，高标
准通过国家4A级景区复核，逐步落
实《水绘园风景区品质提升规划》，
重点改造游乐场、匿峰庐、鲁班祠、
原烈士陵园等区域，放大“海内孤
本”“天下名园”的名片效应。

匠心打造园林意境之美，擦
亮城市宜居宜业品牌

五月，穿行在皋城的大街小巷，
满眼都是醉人的绿色。围绕“让绿色
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底色’，让生
态成为城市的‘金字招牌’”目标，

我市在城市建设中，坚持以绿色造特
色、以特色造优势，一幅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的美丽画卷，正在如皋大地
徐徐展开。

紧扣查漏补缺、见缝插绿的要求，
我市今年实施绿化景观提质工程，努
力建成福寿路万寿路西北角、大司马
河三期等“三小”游园，开展老旧公园
绿地功能性完善提升、绿地精细化管
养、城区草花布置等工作，做到“开窗
就能见绿色，出门 500 米就能进游
园”，圆“一树一景、一园一画”愿景，全
力创建省级生态园林城市；围绕我市
特有的“外圆内方、双河环城”的城区
格局和空间特色，以沿河风光带、景观
带为载体，重新梳理城区河道，打通河
道堵点、畅通城区水系，重点推进龙游
河三期、内外城河等生态廊道建设工
程，实现城区河道“水活、水灵、水美”
的生态目标。 【下转A2版】

夜幕下的皋城，一盏盏、一串
串、一簇簇缤纷的射灯、路灯、
数码光源交相辉映，整座城市犹
如色彩斑斓的美丽画卷，吸引越
来越多的市民在夜晚走向广场、
公园、商场。“火树银花不夜天”
让城市夜景亮了起来、美了起
来，使得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显著增强。

紧扣“打造长三角更富魅力的
宜居宜业历史文化名城”定位，我
市积极调整城市亮化工作思路，突
出文化内涵和节能环保，强化安全
保障和科学管理，进一步把城市亮
化建设好、管理好，让城市更加富
有生机和活力，切实增强群众的归

属感、认同感。“夜景灯光不是一
道简单的‘城市+灯光’加法题。”
市城市照明管理处主任陈军介绍
说，我市在用“光”点亮城市中强
化以人为本的意识、高效能的管
理、与时俱进的改革，进而达到社
会效益、经济效益、环境效益“三
效合一”的最佳目标。

优化提升
让城市夜晚亮起来美起来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
市民室外活动的频次不断增加。最
近，不少夜晚在宝塔河河边散步的
市民惊喜地发现，此处风光带夜景

越加醉人。
今年，市城市照明管理处组织

对宝塔河风光带亮化进行改造提
升，增加了音乐系统、景亭投影，
提升了浮桥景观，并融入如皋特色
长寿元素，使得宝塔河风光带夜晚
层次更为分明、更加绚丽多彩。

在稳步推进新增亮化工程的同
时，我市积极对现有城市亮化工程
进行深度改造，统筹考虑功能性照
明和景观性亮化，更加注重灯光的
动静结合、色彩变换，注意相邻建
筑物的协调一致、联动互动，充分
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和节能灯源，在
视觉效果上突出层次感、立体感、
互动感，让城市夜景“活”起来，

让亮化灯光“动”起来。

精细管理
持续提高城市亮化水平

今年“五一”假期期间，市城
市照明管理处全员坚守岗位，对所
管辖的路灯及亮化设施进行全面、
彻底排查，有效地消除了安全隐
患，给市民营造了一个舒适、安全
的节日照明环境。

造型别致、闪烁明亮的路灯就
像城市的眼睛，光亮照人，不仅带
来了城市的繁荣，也给市民增添了
愉悦。“路灯多了，城市亮了，但管
理难度也增加了。” 【下转A2版】

“谈古论今”精准发力，突出放大自身特色和温暖百姓心窝两大重
点，以高品质建设为高质量发展赢取空间——

古城如皋不断焕发新英姿

增加“景深” 提高“光效”

城市亮化在凸显民本中持续优化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张宛竹）为
推进全省宗教活动场所安全工作专项
整治持续深入，20日，省民宗委二
级巡视员郭志清带队来如，检查我市
宗教场所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情况。南
通市民宗局局长刘洪，我市市委常
委、组织部部长、统战部部长缪爱诚
陪同检查。

座谈会上，缪爱诚汇报了我市
宗教活动场所安全工作专项整治工
作情况。他说，工作开展以来，我
市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
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不
断完善工作机制，加强学习宣传，
强化“三个责任”，深化专项行动，
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我市将以
本次督查为新的起点，着力消除各
类风险隐患、化解各类矛盾问题、
建立完善长效机制，切实提升宗教
领域安全工作水平。

郭志清一行实地检查了定慧禅寺
及法华寺的安全工作情况。在定慧禅
寺，针对文物保护范围内古建筑的消
防安全问题，郭志清指出，寺院可以
结合实际情况，邀请专家会商梳理问
题、解决问题。在法华寺，郭志清称
赞寺院工作比较到位，寺院消防设备
完善、应急预案精准、安全规范严
谨、安全措施扎实，安全专项整治工
作成效凸显。

郭志清指出，面对疫情，不少宗
教活动场所安全专项整治工作面临资
金不足等困难，省民宗委正在积极协
调沟通，努力推动各界多途径提供资
金帮助。宗教活动场所也要提高思想
认识，切实扛起主体责任，充分认识
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只有起点，没有终
点，不能松懈。面对宗教活动场所反
馈的问题，地方政府要及时提供帮
助，确保宗教领域安全稳定。

省民宗委领导来如检查
宗教场所安全专项整治工作

近年来，我市城市河道经过“控源截污、内源治理、活水保质、生态修复、系
统治理”后绿水欢歌。初夏时节，碧波涟涟的河水与鳞次栉比的建筑、绿树叠翠的
景观在蓝天白云映衬下交相辉映，呈现出“一河清水，两岸翠色”的高颜值生态风
光，令人心旷神怡。 □通讯员吴树建摄 融媒体记者邱宇文

河道生态美河道生态美 城市颜值高城市颜值高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丁宏波 通讯
员花志军） 市民身体素质怎么样？成
人、老人的身体各有什么特点？这些问
题，国民体质监测可以给出答案。昨
日，记者从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获悉，
我市 2019 年国民体质监测报告出炉。
2019年，我市国民体质监测总体样本量
为3208人次的测试，监测指标包括身体
形态、身体机能和身体素质三方面。本
年度监测的对象分别为20至59岁的成年
人、60至69岁的老年人。按照《国民体
质测定标准》体质综合评定，2019年我
市总体体质达标率(达到体质“合格”等
级 以 上 标 准 的 人 数 百 分 比) 比 例 为
90.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比2018年
的90.3%提升0.5个百分点。

通过对监测结果的分析，成年人、
老年人超重和肥胖率增长率有所放缓，
呼吸系统机能、循环系统机能呈上升趋
势;但从身体素质各指标状况来看，40岁
以下人群肌肉耐力及爆发力呈下降趋
势，各年龄段人群身体柔韧性均有所下
降，60—69岁女性平衡能力、男性及女
性肌肉力量以外，其他身体素质指标均
有小幅度提高。

针对此次体质监测情况，市文体广
电和旅游局国民体质监测中心专家开出
了“运动处方”：在科学的指导下，市民
可以根据自身不同的身体状态、运动偏
好以及进行运动时间的不同来选择运动
健身项目，专家推荐了快步走、跑步、
游泳、太极拳、球类、骑行的健身方法。

我市发布2019年
国民体质监测报告书

专家开出“运动处方”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金鑫 通讯
员陆莹）昨日，市委常委、政法委书
记缪小华带领市慈善会和市住房建设
局相关负责人，深入我市长江镇、下
原镇等镇，给部分困难农户送去了
2019年特困农户危房改造慈善会救
助款。

“感谢党和政府的帮忙，我现在终
于不要担心下雨天房子漏雨了，你们
给我解决了后顾之忧，太谢谢你们
了。”家住下原镇蔡荡村7组的王福清
见新房来了客人，不停地感叹。今年
70岁的他没有子女，身体也不太好，
家中老房子修建于上世纪70年代，由
于年久失修，被评定为D级危房。去
年年底，王福清的老房屋改造完毕，

现在他已经住上了宽敞明亮的新房。
据了解，去年，我市推进农村危

房改造总数为566户，其中省级农村
危房改造任务数为344户，上级补助
348万元，市级补助225.4万元，市
慈善会救助291.5万元；市级农村危
房改造任务数 222 户，市级补助
323.2614 万 元 ，市 慈 善 会 救 助
159.196万元。我市“农村危房改造三
年行”扶贫济困项目还荣获了南通市
人民政府第二届“南通慈善奖”——

“最具影响力慈善项目”奖。下一步，
我市将继续围绕省委、省政府关于打
赢打好脱贫攻坚战的工作部署和要
求，全力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
问题，全力做好农村危房改造工作。

市慈善会发放2019年
特困农户危房改造救助款

持续助推我市高质量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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