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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1℃～7℃，多云有中度霾
明天-3℃～2℃，晴到多云

吴江新闻网新闻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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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明天气
2018年2月2日 星期五
农历丁酉年十二月十七

今天空气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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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潘志明 记者黄
明娟）日前，吴江区人民法院
制定《关于全力保障打造“八
大标杆”的实施意见》（以下
简称《实施意见》），出台30
项司法服务举措，为全区打造
经济、工业、城市、政务、环
境、文化、综治、科技等八方
面标杆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据介绍，《实施意见》的
拟定紧紧围绕区委决策部署，
意味着法院正以更主动的姿

态，采用司法渠道，护航吴江在
更高坐标系中全面提升发展水
平。《实施意见》从法院当前面
临的新任务出发，找准发力要
点，以更新理念、更高站位、更
准谋划，引领全院干警全力以赴
投入吴江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建设。

《实施意见》分别对照“八
大标杆”，细致列清30项工作任
务。意见明确，

（下转08版）

30项司法举措服务“八大标杆”打造

法院制定出台《实施意见》

昨天是 2018 年春运的第一天，离家
的游子开始踏上归途，各交通枢纽进入
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作为道路交通秩

序的维护者，吴江交警部门从即日起实
行全员值班备勤，24 小时守护市民的出
行安全。

“你好，请出示驾驶证和行驶证，今
天是春运第一天，我们对车辆进行抽查，
请配合。”昨天上午 9 点不到，寒风刺
骨，吴江汽车客运站南门处，吴江开发区
交警中队的民警已经开始对过往的客运大

巴进行春运特别检查。民警何远长认真查
看司机的证件后，又一一检查了车内灭火
器、安全锤等，同时还检查了司机和乘客
是否系好安全带。

何远长告诉记者，一般刚出站的客车
在安全方面做得较好， （下转02版）

护航平安之路的那抹护航平安之路的那抹““警色警色””
——2018春运首日见闻

本报记者 张婷

本报讯（记者史光）作为
吴江强化人才创新创业金融扶
持，充分释放和放大创新创业
潜力的又一举措，昨天下午，
总规模为20亿元的苏州湾人
才基金正式成立。苏州市委组
织部副部长、市人才办主任胡
卫江，区委副书记、区长李铭
共同为基金成立揭牌。

苏州湾人才基金由区人才
办发起，区金融办、经信委、
科技局、东方国资公司共同协
助成立，是苏州大市范围内成

立的首个人才基金。基金采用母
基金形式，其中80%用于投资
设立子基金，20%用于直投项
目。子基金项目为吴江区内天使
投资基金或天使创投机构，子基
金投资项目必须为区内的各类领
军人才项目，直投项目为区内的
早期各类领军人才企业项目。

李铭在致辞中说，近年来吴
江坚持“党管人才、市场机制、
企业主体”三大原则，通过有力
度的人才政策、有温度的人才服
务、 （下转08版）

为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保驾护航

苏州湾人才基金揭牌

本报讯（记者王炜） 1月
30日，省科技发展战略研究
院、省科技情报研究所发布了

“2017江苏省创新型企业100
强”名单。我区亨通集团、博
众精工、恒力化纤、永鼎股份
等4家企业榜上有名，其中亨
通集团排名第七。

我区上榜的4家企业发挥
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
相当突出，非常重视高端科技
人才的引进和培养等，在行业
内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和带动

性。其中，企业研发经费占销售
收入比重平均达4.9%，所有企
业均设有研发机构，全部拥有自
主知识产权。

据悉，这是我省第二次评选
创新型企业百强榜单，苏南、苏
中、苏北地区分别有64家、23
家、13家企业上榜；与上年榜
单相比，苏中、苏北地区分别增
加5家、2家，徐工集团工程机
械股份有限公司、江苏长电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天合光能有限公
司位列榜单前三。 （下转08版）

2017省创新型企业100强名单出炉

4家企业上榜“创新百强”

本报讯（记者周成瑜 实习
记者庞崇崚） 昨天下午，吴江
2018年春节双拥座谈会召开，
军地领导同庆新春佳节，畅叙军
民友情，共商发展大计。市委常
委、苏州军分区司令员杨晋，驻
苏、驻吴部队部分领导，沈国芳、
李铭、沈金明、李斌、王燕红、张

炳高、马景亮等出席座谈会。
会上，区委书记沈国芳代表

区四套班子和全体吴江人民，向
驻苏、驻吴部队的各位领导以及
全体官兵送上诚挚问候，并对他
们长期以来对吴江经济社会发展
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谢。

沈国芳说，一年来，吴江围绕

争创省双拥模范城“六连冠”，高
度重视双拥工作，把支持国防和
军队现代化建设列入经济和社会
发展规划。全力支持部队搞好基
础设施、训练设施、文化设施等建
设，进一步强化各项拥军举措的
落实，不断增强广大群众的国防
意识，军政军民团结的大好形势

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发展。
沈国芳表示，新的一年，吴

江将一如既往地关心和支持部队
建设，积极配合部队完成教育训
练、战备执勤等各项任务。同
时，也希望驻苏、驻吴部队继续
关心吴江、支持吴江，谱写拥政
爱民新篇章。

杨晋表示，吴江的双拥工作
一直走在全省前列，有好的传统
和好的经验，在“新时代的强军
目标”指引下，驻苏、驻吴部队
将继续全心全意为当地人民服
务，深入推进军民融合发展。

会上，区领导还向各驻地部
队发放了慰问金。

吴江召开2018年春节双拥座谈会

军民融合发展再叙鱼水深情

本报讯（记者王炜）昨天
下午，我区召开全区城市工作
会议，再次专题研究部署城市
工作。会议总结我区城市规
划、建设、管理等经验，明确
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全区城市
工作的总体目标和重点任务，
动员全区上下再接再厉、奋发
有为，不断提高城市规划建设
管理水平。区委书记沈国芳在
会上强调，在决胜高水平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实现现代
化进程中，城市的地位越来越
重要、作用越来越突出，我们
必须牢牢把握发展机遇，将城
市发展与加快构筑发展新优势
紧密结合起来，高度重视并切
实做好城市工作。

区委副书记、区长李铭主

持会议。沈金明、李斌、徐晓
枫、范建龙、李卫珍、吴琦、
朱建文、张炳高、马景亮出席
会议。

沈国芳在讲话中指出，把
握发展机遇，切实增强做好城
市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加强
城市工作，是顺应历史发展规
律的必然举措，是实现高质量
发展的必由之路，是满足人民
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自觉行动。
因此，我们必须做好城市规
划、建设、管理各个环节，始
终坚持经济、社会、文化、生
态效益并重，特别是处理好城
市建设与自然、经济、历史传
承之间的关系， （下转02版）

沈国芳在全区城市工作会议上强调

争当引领沿太湖城市建设示范

2017年9月，安徽芜湖的黄蕊独自
来到吴江，成为八坼小学的一名音乐教
师。

在短短几个月内，黄蕊逐渐爱上吴
江。对她而言，吴江不仅是环境优美、经
济发达的江南城市，还让她感受到了满满

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她说，乐居在吴江，
很好。

2017年，吴江万人发案率苏州全市
最低，百警公诉数苏州全市第一，治安状
况位居苏州全市前列。

吴江用法治软实力铸造核心竞争力，

把公众“安全感”摆在了首位，且成效显
著。2017年，区公安局积极推进警务机
制改革、全面建设“平安吴江”技防体系、
深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

省委政法委测评结果显示，我区公众
安全感达97%。 （下转02版）

2017年，吴江万人发案率苏州全市最低，百警公诉数苏州全市第一，治安状况位于苏州

前列。更可贵的是，新老吴江人切身的公众安全感达到了97%，“吴江很安全”成了共识。

97%的安全感从何而来？
本报记者 张婷

本版责编/沈振亚 排版/程国英 校对/陆静媛

>>06

俄方震怒“克里姆林宫报告”

美俄关系

雪上加霜

相关报道 02

相关报道相关报道>>>>0707、、0808

本报讯 （记者杨华） 近
日，区中小企业联盟总结暨
《吴江区专精特新企业家巡
礼》新书发布会召开，回顾总
结联盟去年各项工作，谋划今
年工作思路，并宣传吴江“专
精特新”企业的典型事例，鼓
励更多中小企业走“专精特
新”道路。

吴江有1.6万余家中小微
工业企业。为利用有限的公共
资源做好服务工作，区经信委

先后组织建立了区中小企业（部
门）服务联盟、区中小企业（机
构）服务联盟、区中小企业企业
家联盟，集成18个部门和20多
个服务机构，精准对接已入盟的
500多家中小企业，为他们提供
政策宣讲、科技对接、招才引
智、金融支持等多样化定制服
务，打造部门、企业、机构之间
紧密合作的协同创新共同体。

今年，区经信委将尝试扩充
企业家联盟小组， （下转08版）

打造协同创新共同体
区中小企业联盟今年将扩容

大会现场大会现场。。（（吴斌吴斌摄摄））

新华社北京2月1日电 国家主席习
近平1日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来华进行
正式访问的英国首相特雷莎·梅。

习近平首先请特雷莎·梅转达对伊
丽莎白二世女王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
愿。习近平指出，英国是最早承认新中

国的西方大国。建交以来，两国各领域
合作硕果累累。2015年我对英国进行了
成功访问，双方共同揭开了中英关系

“黄金序章”。中方愿同英方一道，推动
中英关系在新时代健康稳定发展，为两
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下转06版）

习近平会见英国首相特雷莎·梅

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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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

贡献率超30%
超过美欧日贡献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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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大风降温
最低气温或达-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