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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江苏公路密度仅有2.7公里/百平方
公里，且大多是土路面，晴通雨阻。如今，四通八达的交通
基础设施升级了居民的出行感受，老百姓出行不但逐渐实现

“车子到门口，雨天不湿鞋”，而且“在路上”日渐成为享受。

高速出行也能逛“苏州园林”

“一直想去看苏州园林，没想到在服务区里见到了。”
8月5日，来自淮安的旅客王尧一家三口漫步在宁沪高速
公路阳澄湖服务区，和诗画般的园林建筑不期而遇，喜不
自禁，不停拍照。

华丽变身的阳澄湖服务区总面积5万平方米，其中
园林面积1万平方米，是目前国内体量最大的高速公路
服务区，7月18日正式开始营业，迅速成为宁沪高速上
一道夺目的风景。

踏进服务区商业区，一条宽8米、长140米的景观河道
穿主楼而过，经提纯净化的阳澄湖湖水潺潺流淌，河道上横
卧着古桥，波心上投影的是7000平方米人工天幕，白云蓝
天，美不胜收。许多停车休息的旅客，流连其间，啧啧赞叹。

一楼的非遗展示馆展示着包括苏绣、木雕等多种非物
质文化遗产，科技馆的VR体验和机器人互动娱乐吸引着
过往的青少年。二楼的海鲜机器人餐厅，一些旅客坐下，
掏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餐，没多久，机器人就送来美食。

“阳澄湖服务区改造后，每天平均有近2万人停留休息、
就餐、购物、观光，有外地旅客特意前来休闲，最长时间逗留
了3个多小时。”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颜耘介绍说，甚至以阳澄湖湖鲜等为特色的招牌菜也能吸
引无数回头客，“改造后的阳澄湖服务区日均营业额同比
增加近70%，平均单车消费由约13元上升至约28元。”

截至2019年上半年，江苏已完成近90%高速服务
区的转型升级，梅村、芳茂山、东庐山、仪征、大丰、堰桥、
高邮、溱湖、宣堡等一批服务区的成功转型，逐步走出了
高速公路服务区发展的“江苏模式”，形成了“江苏效应”。

跨省出行乘坐“同城化”公交

5日下午，在苏州吴江黎里旅游集散中心，准备乘坐
7618次公交车前往上海的李素芹告诉记者，只要5元
钱，大约50分钟，到上海东方绿舟站后，换乘地铁17号
线很快就能到家，“我在黎里工作，家人在上海，跨省公交
车把两地拉近了。”

7618次公交车开出后，由黎里开往西塘7619次公
交车正在待客，乘客陆续而至。目前，吴江区已先后开通
了对接湖州南浔、嘉兴乌镇、上海青浦共9条互联互通公
交线路，其中6条跨省、3条毗邻换乘。

“吴江与毗邻区公交开通后，每天早上都有许多游客
从上海到黎里，傍晚乘车返回， ▶下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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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部署、九分落实。“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效果怎么
样，归根到底要看解决问题、推进整
改落实的成效怎么样。中央明确要
求，“整改落实要聚焦贯彻落实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
党中央决策部署，一开始就改起来，
把‘改’字贯穿始终，真改实改、攻坚
克难。”要以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
敢于直面问题、勇于改正错误，推动
整改落实落到实处、改出实效。

“人患不知其过，既知之，不能
改，是无勇也。”当前，第一批主题教
育正在扎实开展，全省各单位各部
门结合实际，有针对性地列出需整
治的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治理。但
也要看到，在整改落实过程中，也存
在“只检视问题不整改”“纸上谈兵”

“久拖不决”等情况。整改落实必须
重点抓、持续抓、深入抓。要按照“整
改有目标、推进有措施、落实有责任、
完成有时限”的要求，明确阶段目标，
持续深入攻坚， ▶下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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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大庆 红涛 张晨）
8月8日开幕的宝应荷藕节上，宝应
县与中外客商签订35个项目，其中
亿元以上项目22个，计划总投资超
70亿元。

此次集中签约的35个项目中，
江苏康乃馨纺织集团的高品质功能

性羽绒制品项目引人注目。作为亚
洲最大的星级旅游饭店用纺织品全
产业链服务型制造企业，康乃馨集团
此次在宝应计划投资5亿元，生产高
星级酒店用及航空用羽绒制品，预计
5年后可实现开票销售10亿元。

为助推产业转型升级，宝应县还
在节庆期间举办“百名专家宝应行”
活动。目前已有清华大学等全国30
余所高校的80余名专家来到宝应，
服务企业80余家，促成产学研合作
项目20余项，其中有10个重点科技
项目此次签约落户。

宝应荷藕节招商迎丰收
22个亿元以上项目收入囊中

离全面小康目标更近了——东
台去年小康实现程度94.5%，居苏
北首位、苏中前列，为圆满收官打下
决定性基础；

高质量发展的层次更高了——
4月22日，在省委、省政府召开的
2018年度高质量发展总结表彰大
会上，东台市获授“推进高质量发展
先进市”称号；

协同创新能力更强了——3月
26 日，省政府办公厅对 2018 年

“真抓实干成效明显地方”予以支
持激励，东台“放管服”改革、财政、
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制造业创新转
型和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生产性
服务业发展、公立医院改革等6项
工作位列其中，受表彰数居全省各

县（市、区）前列。
东台市委书记陈卫红说，扎实

推动高质量发展走在苏北苏中前
列，要紧扣“全面性”和“高水平”两
个基点，以系统思维补短板、强弱
项，扩大“有质量”的总量；以精准思
维抓创新、谋大局，提升“有总量”的
质量，谱写“强富美高”东台篇章。

构建现代产业体系走在前
列，形成新兴产业集群，率先用
5G技术撬动传统产业升级

去年，东台产业结构发生标志
性的质变：全市新兴产业集群异军
突起，企业数占全市规上企业数
60%，工业开票销售占到全市总销
售68%，新兴产业已成为高质量发

展的强引擎。这足以说明，东台产
业布局和谱系正迈向中高端，产业
结构形态领先苏北苏中，构建更富
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势在必行。

新故相推，日生不滞。以电子
信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大
健康、智慧产业为代表的东台“3+
2+1”现代产业体系，正迎风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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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发展成就巡礼④

上图：东台黄海国家森林公园。

【引言】

“只要还有一家一户乃至一个人
没有解决基本生活问题，我们就不能
安之若素……”

住房问题，既是民生问题也是发
展问题，关系千家万户切身利益，关
系人民安居乐业，关系经济社会发展
全局，关系社会和谐稳定。

从“房住不炒”定位到房地产长
效管理机制，从住房保障到供应体
系建设，从易地搬迁扶贫到棚户区改
造……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
记心系百姓安居冷暖，始终把“实现
全体人民住有所居目标”作为一项重
要改革任务，全面部署、躬身推进。

循着习近平总书记的足迹，新华
社记者在回访中看到百姓“梦圆安
居”的一张张笑脸，看到他们正在从

“新”出发，用双手、用辛勤的劳动创
造幸福而有尊严的生活。

【故事一】

“靠天吃饭”的土族人搬新
家置新业

浓烈的酒香扑鼻而来。在青海

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五十镇班
彦村，55岁的吕有金正翻看家里电热
炕上几大桶酒糟的发酵情况。

吕有金家七八间房，盖得颇为讲
究，主房梁檐全部采用当地流行的木
雕油漆工艺。2016 年底搬进新居
后，他拾起家传酩馏酒酿造手艺，办
起了酿酒家庭作坊。

厨房煮着酿酒的青稞，主房摆着
十几坛酿好的酒。窗外，四分地的院
子，外墙绘着土族崇尚的彩虹图案，
分外醒目。

时光倒流至2016年8月，习近平
总书记来到班彦村考察。他走进村
民新居察看面积、结构、建筑质量，同
监理新居建设的村民们交流。吕有
金清晰地记得，那天，总书记同一家
人围坐一起，看反映乡亲们过去居住
的旧村状况的视频。

“十年九旱，靠天吃饭”。易地搬
迁前，吕有金住在青藏高原六盘山连
片特困区的脑山地区。吃窖水，走山
路，7公里陡峭崎岖的土路把他和乡
亲们祖祖辈辈困顿在山里。

“党和政府就是要特别关心你们
这样的困难群众，通过移民搬迁让你

们过上好日子。”习近平总书记的话，
让吕有金的心暖暖的。

好日子真的来了！吕有金开办家
庭酿酒作坊的第一年就赚了3万元。

“安顿下来后，生产要搞上去，生
活要自立。”吕有金告诉记者，不能忘
记总书记的嘱托，不能在发展上再落
后。“脱贫‘摘帽’了，腰杆一下硬了！”

新村充满新气象，通了天然气，
接了自来水，汽车可以开到家门口。
居住区和养殖区隔离建设，每家每户
修了水厕、排水管网，村里建了一座
日处理能力100吨的污水处理站，污
水不再横流、垃圾不再乱倒。

“这个季节生意是淡季。闲下来，
我就带孙女。”记者顺着吕有金手指的
方向看去，孙女卧室炕上放着书，炕旁
搁着小书桌。“从家里到村里小学，走路
不到10分钟，这在过去想都不敢想。”

【记者手记】
“住有所居”既是承诺，也是责

任。住房问题是重大民生问题，关系
着千家万户的基本生活保障。

“安居”是“乐业”之本。“挪穷窝”
“拔穷根”，开对方子、找准路子。针
对特殊地区实施易地扶贫搬迁，从根

本上改变深度贫困地区困难群众的
居住和生产条件，辅以教育、培训、产
业指导，才能帮助贫困人口真正摆脱
贫困，在致富奔小康的路上同全国人
民一起奔跑。

【故事二】
“有里儿有面儿”胡同讲述

老北京“新乡愁”

老砖老楼，灰墙青瓦，北京南锣
鼓巷片区雨儿胡同里，燕子不时掠过
头顶，飞回老房子屋檐下的燕巢里。

站在胡同西口的玉河边上远眺，
绿树成荫、水穿街巷的美景，让住在
这里数十年的68岁居民李伏生阿姨
怎么也看不够。

曾经，这里的许多院落都是大杂
院。“那时候胡同真是破败，水电设施
跟不上，厕所条件不好。”李伏生回忆
道，“又杂又乱的胡同，光开墙打洞的
小卖部、餐馆、冷饮店就有七八家。”

五年前，雨儿胡同的29号院和
30号院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习
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看望老街坊，
听取大家对老城区改造的想法。

▶下转3版

为了梦圆安居，创造幸福生活
——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民生事之“住有所居”篇

“真没想到，南京近郊还藏着这样
绝美险峻的山间旅游道”“既有皖南川
藏线之险，又有南京乡村风景之美”

“嗬，这就是南京的‘小川藏线’”……8
月9日，省交通运输厅组织的“我家门
口那条路”展示周活动来到江宁青龙
山板汤线，百十名骑行者一下被眼前

的美景迷住了，纷纷猛力蹬车，欢畅地
穿梭在无边的大山里。

骑友们盛赞的南京“小川藏线”，
在江宁板汤线青龙山段。过去由于
道路不宽，坡度较陡，长期作为森林
防火通道使用，很少有车辆通行。这
条山道沿线景色很美，却长期“养在
深闺人未识”，大山两侧的居民往来
也很不便。“青龙山横亘江宁，我们要
让她成为发展的资源，而不是发展的
障碍。”江宁区交通运输局农路办李
鹏介绍，他们在今年“四好农村路”建
设中把板汤线青龙山段作为重点工
程来抓，从东山街道佘村到汤山街道

龙尚村，8.5公里山道依托原来的防
火道，不截弯、不取直，不砍树、不填
塘，全部铺上黑色玄武岩混凝土。

青龙山本为国营农场，植被丰
茂，山前山后还分布了龙尚、横山、佘
村三口大水库。板汤线青龙山段这
番“原生态改造”后，不但开车体验感
极佳，更是打开了尘封已久的美景。
驱车山道，忽而林木幽深，忽而“大山
平湖”，让人目不暇接。途中最“刺
激”的地方，是2.8公里的盘山路有
38个连续弯道，坡度达到近30度，部
分道路两边都是“悬崖峭壁”，驱车路
上有如云中漫步。 ▶下转7版

嗨!南京有个“小川藏线”

“优先推荐南通市五一劳动奖
章、十大杰出青年、三八红旗手等荣
誉称号”“推荐优秀志愿者优先入党
入团”“志愿者年服务时间满100小
时可免费观影 2人次”……6月 26
日，在全国最美志愿服务社区——星
海社区揭牌仪式暨海安高新区第二
届好人节开幕式上，海安高新区发布
16条对注册志愿者的礼遇回馈办
法，掀起全区参与新时代文明实践新
的高潮。

去年8月，海安市被确定为全国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试点。作
为该市新时代文明实践的重要阵地，
高新区积极行动，多形式开展文明志
愿服务活动，文明之花遍及全区角角
落落。

在此次好人节开幕式上，海安高
新区连创两个纪录：星海社区荣获全
国“优秀志愿服务社区”称号，南通市

唯一；“爱心骑士计划”获评第二届江
苏省十佳网络公益项目，也是南通市
唯一。目前该区注册志愿者已达
2.86万余人，超过全区常住人口比例
10%，年均活跃度超过78%，显示了
旺盛的活力。

星海社区的“点单式”志愿服务，
为空巢老人专门定制20余种志愿服
务“菜单”，让老人“空巢不空心”。海
陵社区的“家有好邻”志愿服务项目，以
文艺演出、典型宣传、邻里照料等形式，
促进了社区和谐稳定。新桥社区的

“爱心桥”项目，通过编织爱心网格、建
立时间银行、回味家的味道、志愿红
色帮办、创办微孝驿站五种模式，把
为老服务延伸到“最后一米”。旺池
社区的“青薪传承”志愿服务项目，围
绕优秀传统文化，广泛开展“诵读国
学经典”“传承文明礼仪”等活动，兴起
了一股文化传承热潮。 ▶下转6版

海安高新区新时代文明实践让群众嗨起来

精神盛宴幸福一座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