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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座城市来说对一座城市来说，，获得获得““全国文明全国文明

城市城市””称号称号，，就是对这座城市至高无上就是对这座城市至高无上

的嘉奖的嘉奖。。多年努力多年努力，，一朝梦圆一朝梦圆。。1111月月2020

日日，，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在北京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在北京

举行举行，，太仓摘得太仓摘得““全国文明城市全国文明城市””称号称号，，

这个历来被认为是含金量最高的城市这个历来被认为是含金量最高的城市

荣誉荣誉，，成为太仓发展软实力的生动注成为太仓发展软实力的生动注

脚脚。。

就在太仓摘得就在太仓摘得““全国文明城市全国文明城市””称称

号前两天号前两天，，““20202020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

调查推选结果在调查推选结果在20202020中国幸福城市论中国幸福城市论

坛上发布坛上发布，，太仓再度蝉联县级市榜单第太仓再度蝉联县级市榜单第

一一。。““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调查推选活调查推选活

动已连续举办动已连续举办1414年年，，是目前中国最具影是目前中国最具影

响力和公信力的城市调查活动之一响力和公信力的城市调查活动之一。。

该评选活动由该评选活动由《《瞭望东方周刊瞭望东方周刊》、》、瞭瞭

望智库共同主办望智库共同主办，，以城市精细治理以城市精细治理、、人人

民共建共享民共建共享、、助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助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

主线主线，，调查采集包括调查采集包括100100个地级及以上个地级及以上

城市城市、、100100个县级市个县级市（（区区））的城市画像及的城市画像及

人的行为数据人的行为数据，，对中国城市幸福感进行对中国城市幸福感进行

调查调查，，采集样本超采集样本超1010万亿条万亿条。。

历时三个月的遴选历时三个月的遴选，，太仓在县级市太仓在县级市

中脱颖而出中脱颖而出。。细分到具体指数上细分到具体指数上，，太仓太仓

在公共安全指数在公共安全指数、、医疗健康指数医疗健康指数、、居民居民

收入指数收入指数、、生活品质指数生活品质指数、、城市吸引力城市吸引力

指数指数、、就业指数就业指数、、教育指数等细分指标教育指数等细分指标

中领先中领先。。

风正劲风正劲，，帆高悬帆高悬。。当前当前，，太仓围绕太仓围绕

““现代田园城现代田园城、、幸福金太仓幸福金太仓””的发展目标的发展目标

和愿景和愿景，，全力打响全力打响““幸福品牌幸福品牌””，，把握多把握多

重叠加战略机遇重叠加战略机遇，，高质量推进高质量推进““两地两两地两

城城””建设建设，，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实现高实现高

效能治理效能治理，，确保现代化建设开好局确保现代化建设开好局、、起起

好步好步，，让让““幸福金太仓幸福金太仓””的含金量更足更的含金量更足更

高更纯高更纯。。

以奋斗之姿让以奋斗之姿让““幸福金太仓幸福金太仓””含金量更足更高更纯含金量更足更高更纯

““最具幸福感城市最具幸福感城市””成高水平全面小康最佳注脚成高水平全面小康最佳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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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里生
活，平安和谐是百姓最基
本的期盼，祥和稳定是人心向往
的乐土。太仓就是这样的地方，平安建
设实现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三连冠”，
捧得“长安杯”，成为首个获此殊荣的县级
市。这是太仓长达10多年的平安建设取
得的荣誉，如今正向着更高质量的平安太
仓建设迈进。

多年来，太仓积极适应新时代新要
求，深入推进“技防城”建设，全面营造以
人民为中心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
局，作为人口流入型城市，太仓流动人口
占常住人口一半，虽然外来人员多，但违
法犯罪警情却连续10年保持下降，公众
安全感持续领跑江苏省，打破了“外来人
口增多，发案增长”定律。

此外，太仓还深入探索社会治理创
新，走出了一条契合时代特点、具有太仓
特色的善治之路。在全国率先探索实践

“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
和良性互动”即“政社互动”，形成党委领
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
保障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先后获评“中国
法治政府奖”“中国社区治理十大创新成
果”，核心举措被写入国家《关于加强和完
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

太仓瞄准打造江苏一流的社会治理
网格化联动机制目标，构建起了市镇村
三级贯通的大网格大联动大平安工作体
系，90%以上的社会问题和矛盾纠纷被

化 解 在
基层，极大地促
进了社会治理观念理
念的转变、体制机制的调整、布
局格局的重构和方法手段的创新，走
出了一条独具太仓特色的社会治理之
路。

在太仓城厢镇万丰村38组中间，坐
落着一个名为“桂雨陇驿站”的小游园，自
建成后，村民们都管它叫“小公园”。这个
游园面积约两三亩，并不大，曲折的步道
把小游园分成了几块，里面既有绿地，也
有健身场地，还安置了一些休闲坐椅，给
村民们提供了一块休闲场地的同时，也给
这个自然村增色不少。

曾几何时，这里是当地一户村民预拆
迁的宅基地，上面杂草丛生，还有一些杂
物乱堆放，前年村里把这里改造成了小游
园，把原来的10多棵香樟树都保留了下
来，同时增种了一些绿化，修了休闲步道，
安装了体育健身设施，受到了村民的好评
和欢迎。

除了居民口口相传的“小公园”，近年
来，太仓把加快建设美丽宜居村庄作为

“三农”工作的重点，打造出一批“生态优、
村庄美、产业特、集体强、农民富、乡风好”

的美丽
村 庄 。 截 至
2019年底，累计建成苏
州市及以上三星级康居乡村
212个（含示范点）、康居特色村4个。
今年计划建设68个三星级康居乡村和2
个康居特色村。近年来，太仓推进三批共
8个特色田园乡村试点建设，实施166个
项目，总投资1.34亿元。

一座城市的幸福感，生活在这里的老
百姓感受最真切，也最有发言权。太仓所
追求的幸福城市，不仅要有丰富的物质生
活，更要有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
展；不仅是高铁交汇、高校矗立、人才云
集、游客如织，城市充满国际化、现代化气
息，也要有吴歌浅唱、丝竹悠扬，有田园村
庄、古镇风光，让市民看得见田、望得见
水，体味到诗意。在太仓这片低调务实、
厚积薄发的大地上，定能描绘出更精彩的
幸福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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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道德星空下前行，最朴实的笑容，饱含最炽热
的真情，微言大爱细叶繁荫，首首好人之歌，咏唱出生
活最动听的福音……”12月2日晚，太仓传媒中心演播
大厅内，“德润太仓·幸福娄城”江苏省道德模范与身边
好人（苏州·太仓）现场交流活动，以一曲《在道德的星
光下前行》落下帷幕。现场发布2020年11月江苏好
人榜和新时代江苏好少年名单，并以讲述、情景剧、歌
舞表演、短视频的形式抒发对道德模范的真情礼赞，这
些身边好人的故事让人赞叹、钦佩，更让人充满力量。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道德模范是时代的先
锋、社会的楷模。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模、江苏省最美
抗疫先锋位洪明，护学岗上一站就是十年的施宝常，
35年如一日照顾瘫痪病妻的王耀宏，为救车祸受伤
者、自己遭受二次车祸的魏晓云……一个事迹就是一
座丰碑，也彰显着太仓精神文明的亮丽底色。

太仓开展寻找“身边的感动”、“我推荐我评议身边
好人”、精神文明建设十佳新人新事、道德模范评选活
动，引导广大市民自觉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
生活方式，涌现出一批道德模范。截至目前，太仓市上
榜“江苏省道德模范提名奖”1位、“中国好人”11位、

“江苏好人”16位、“苏州好人”81位和“太仓道德模范”
30位（组）。

走进位于太仓市图书馆二楼的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大屏上实时滚动着全市各区镇发布的新时代文明
实践活动数量。自启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工作
以来，太仓打造理论宣讲、教育服务、文化服务、科技与
科普服务、健康促进与体育服务五大平台，通过整合基
层公共服务阵地、人才、资金等各类资源，高质量开展
各类文明实践活动。

作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的国家级试点城
市，太仓积极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努力探索
出一条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的“太仓路径”，让新
时代文明实践越来越深入地浸润娄城市民的日常生
活。

璜泾镇永乐村就是太仓新时代文明实践建设的一
个成功典范。在11月20日举行的全国精神文明建设
表彰大会上，永乐村获评全国文明村，这是继获得全国
民主法治村、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后，永乐村成为太仓
第3个国家级文明村。

结合移风易俗、文明创建、文明新风等内容，永乐
村构建家庭诚信积分制管理体系和千分制正面清单，
通过积分引导村民“崇德向善”，让文明内化于心、外化
于行。同时，依靠乐意先锋志愿团队、老骥追梦志愿团
队等4支服务队，永乐村每年开展爱心呵护、连心惠
民、诚信创新等50余次志愿活动，乡村文明新风吹遍
每个角落。

一个拥有魅力的城市，“秀外”“慧中”兼并。太仓
深耕挖掘城市幸福内涵，让这座城市不仅有“颜值”，更
在骨子里透露出文明“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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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初，太仓港三期码头一片
繁忙景象，高大的红色桥吊，正不间断地往
两艘并排靠泊的轮船上装集装箱。近日，国家发
改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公布2020年国家物流枢纽
建设名单，苏州（太仓）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成为
22个入选项目之一，且是我省唯一入选项目。

“这两艘船将发往上海洋山港，货物通过远洋
轮船运往其他国家。”太仓港口管委会发展服务局
负责人介绍，“一台桥吊同时往两艘轮船上装货，
是这段时间的常态。现在港口吞吐量不断增长，
码头泊位不够用，很多船都不得不停在锚地等待
进港装卸货。”

一直以来，太仓把项目建设作为抓经济发展
的“重中之重”。当前，太仓倡导开放包容、兼容并
蓄，已经与160多个国家建立了经贸往来，特别是
专注于做好融入上海、对德合作、以港强市“三篇
文章”，用高水平开放为幸福太仓赋能。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太仓社办工业、乡镇工业
崛起，呈现出“村村点火、处处冒烟”之势。开放春
潮中，作为大都市上海的近邻，太仓抓住了浦东开
发开放、黄浦江两岸综合开发、上海五大中心建设
等发展机遇，并积极拥抱全球资本，成为各国资本
竞相追逐的投资高地，实现了由单一所有制结构
向民营、外资、国资等形式多样、多种经济成分共
同发展的转变，成为颇具知名度的德企之乡。

2008年，商务部和德国经济部在太仓设立了
全国首个“中德企业合作基地”。多年来，太仓持
续做亮对德合作品牌，全力打造中德合作城市典
范，太仓已成为全国德企投资最密集、发展最好的
地区之一。目前，在太德企总数超340家，总投资
超50亿美元，年工业产值超500亿元，亩均产值、
利润、税收分别达1400万元、150万元和110万
元，半数以上的德资企业在太仓开展本土化研发
创新，多家德资企业已将中国区总部或功能型机
构放在太仓，集聚了近50家世界“隐形冠军”企业，
460多家本地企业与德企建立合作关系。

经济实力的显著提升，最直观的是表现在数
字上。1978年太仓GDP为2.31亿元，2019年达
1410亿元。太仓人口基础相对较小，人均GDP在
长三角城市群中十分亮眼。成绩的取得，重大产
业项目功不可没，仅以2020太仓金秋经贸月为
例，全市开工竣工开业项目共217个，总投资710
亿元。竣工开业项目预计新增年产值450亿元，预
计新增年税收31亿元。

今天的太仓，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深化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转变发展方式，重点推进高端装备
制造、新材料、物贸经济+总部经济、生物医药等战
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加快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智
能装备和航天航空等产业发展，推动经济在高质
量轨道上逐浪前行。

依托良好的制造业产业基础、德企稳定经营
带来的就业岗位、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产业格局，
太仓积极打造良好的就业生态、可持续的增收机
制，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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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娄江新城规划
展示馆屋顶，向西远眺，可以直
观感受太仓布局这座新城的手笔。偌
大的建设工程在太仓大道两侧铺陈开
来，西工大太仓校区和西交利物浦太
仓校区施工建设正酣，数个塔吊矗立
在施工区域，不远处，西交利物浦太仓
校区宿舍区全面封顶。

作为科教创新区，这是太仓正在
落地成景的娄江新城一隅。50平方
公里的新城连通太仓城区和浏河镇
区，在夜色下与主城区交相辉映。漫
步在新建成的娄江新城滨河公园，怡
人的绿意让人流连忘返。对外，把娄
江新城作为融入上海先行区来规划打
造，对内，把娄江新城放在全市整体空
间布局中去规划设计；坚持城市、产
业、人才融合发展，聚焦四大功能区，
前瞻谋划布局一批提升功能品质与发
展活力的重点工程、重点项目。

随着沪苏通铁路正式开通运营，
太仓正式告别地无寸铁的历史，昂首
迈入高铁时代。沪苏通铁路的开通，
意味着太仓聚焦“上海下一站、下一站
上海”的城市发展战略向前迈出了关
键一步，同时也为太仓谱写“现代田园
城、幸福金太仓”的美丽画卷增添了浓
墨重彩的一笔，为太仓实现更高水平
的小康生活开辟了一条幸福大道。高
铁太仓站所在地域是太仓正倾力打造
的未来新城——娄江新城，这是太仓
城市生长的肌理延伸。

在“十四五”规划中，明确写明太
仓城区不建高架，保持田园城市、江南
水乡风貌，营造疏朗氛围。城市布局
形态上，大量植树铺绿，保留大片农
田，推进城乡公共配套优质均衡，构建
有机疏散、层次分明的城乡空间布局
和人性化、生活化的城市空间结构；交
通路网上，强化与邻市路网衔接，推进
市域快速公路，贯通沿江、沿海通道，
基本形成内通外联、安全可靠、便捷高
效、绿色智能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
体系；城市管理上，全面形成集数字城
管、公共自行车管理、停车管理、物业
管理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城市信息化实
战基地，城市管理向精细管理、智慧管

理 迈 进 ；
城市特色上，立足
对德合作优势，在规划布
局、功能定位、建筑风格等方面融
入更多德国元素，让居民享受高品质
宜居环境。

11月 30日，第四批国家生态文
明建设示范市县在生态环境部授牌，
太仓榜上有名。此前，太仓已获得中
国人居环境奖，获评国家生态园林城
市，三次荣获世界卫生组织健康城市
最佳实践奖。一次次荣誉加身，一次
次描绘太仓“城在田中，园在城中，人
在画中”的精致画卷。蓝天、碧水、绿
树交相辉映，江南水乡风韵与城市现
代化相得益彰的生态之美，在这座小
城尽显无遗。

在太仓市政府前核心地块，投入
3亿元建设总面积20公顷的市民公
园已经投入使用。每天晚上，公园里
跳广场舞、健步、打太极拳、玩耍的居
民多不胜数。这个去年建成投运的公
园，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城市“绿肺”，对
市中心环境提升起到极为重要的作
用。在2020中国最具绿意百佳县市
排行榜上，太仓位列全国第十二名、
江苏省第二名，太仓致力实现“城乡
一体、产城融合、城在田中、园在城
中”的美好景象。

太仓城市发展面临新的重大机
遇，凭借身处长三角核心位置的优
势，谋划建设娄江新城作为城市发展
新增长极。这里的高铁站，将成为长
三角区域“5+1”轨道交通网络的枢纽
站，太仓将成为江苏进入上海的重要
枢纽门户城市。这里正在建设西北
工业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两所高校
校区，带来丰富的人才科研资源。这
里将建设临沪国际社区、高铁商务
区、科教创新区，落子体育中心、综合
医院、市民中心、国际学校等项目，将
太仓的城市提升至新台阶，刷新“城
市让生活更加美好”的高度。 ■ 本版撰稿 王 勇 范昕怡

■ 图片提供 太仓市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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