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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27℃～32℃，多云到阴有雨
明天26℃～29℃，阴有雷阵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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掀起回乡就业创业热潮
“鲈乡学子创响吴江”活动开锣

>>02

本报讯（记者王炜）昨天
上午，区委书记沈国芳结合河
长治河护河工作，专题调研大
运河吴江段建设情况，特别是
全区特色运河文化带建设情
况。他强调，要深刻领会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运河
文化带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
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强化责
任担当，认真履行好河长制改
革的各项要求，高质量、高标
准完成各项建设、治理任务，
让运河文化带的每项工作都经

得起历史的检验，使其成为吴
江最具文化底蕴的一张水乡名
片。

沈国芳首先来到平望镇，
考察了安德桥、平望粮仓旧
址、小九华寺运河古道等地，
听取了平望历史文化街区景观
提升介绍，详细了解大运河文
化遗产传承保护情况。他指
出，大运河吴江段从诞生那一
天起，就与吴江的发展息息相
关，承载了丰厚的文化记忆，
既有大量的有形文化遗产，还

有不少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我们要倍加珍惜。在完成
运河沿线文物普查和整理工作
的基础上，不断完善沿线文化
遗存的保护与修缮、传承与弘
扬。平望要围绕“运河小镇”
做文章，深入挖掘有形无形文
化遗产内涵，打响“运河文
化”品牌。

在大运河吴江松陵段，沈
国芳来到运河古纤道，察看了
运河水质和周边环境。他强
调，古运河是历史留给我们的

宝贵财富，要千方百计保护好
它，进一步挖掘放大大运河的世
遗价值和文旅效应，打造几个能
够代表吴江的运河文化符号和文
化标识，让大运河尽显吴江人文
之美、生态之美、发展之美。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区
文广新局、水利局就我区大运河
文化带和河长制相关工作情况作
了汇报。吴江开发区、太湖新
城、平望镇、盛泽镇和桃源镇主
要负责人就做好大运河吴江段相
关建设工作进行讨论交流，总结

经验，提出建议。
沈国芳认真听取情况汇报及

大家提出的意见建议后，就全区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并结合河长制
治河护河提出要求。他指出，要
高站位抓认识。大运河是中华文
明的重要标识，习近平总书记高
度重视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工作，
指出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
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
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为我
们推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提供了
根本遵循。 （下转03版）

沈国芳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专题调研时强调

让运河文化带成为水乡名片

本报讯（记者杨华）前天
召开的区城市管理综合委员会
半年度工作会议明确，要继续
紧盯今年城市管理十项重点工
作任务，创新城市管理工作理
念、制度和方式，强化精细管
理、分类管理、动态管理和属
地管理，让群众切实感受到环
境的新变化。

今年以来，我区围绕老百姓
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促进城市
管理水平整体提升。上半年，吴
江新增5个垃圾分类试点小区，
增设公共区域分类设施 4000
组；新（改）建26座厕所，新
增厕所联盟开放公厕48座；县
级以上道路全部完成了路灯
LED节能改造； （下转03版）

紧盯十项重点任务发力

城市管理提升吴江“颜值”

本报讯 （记者俞瑞凌）
19日，区委常委、盛泽镇党
委书记范建龙率盛泽经济部门
考察团赴杭州参观学习，旨在
借鉴当地创新发展、产业转型
升级等方面的先进做法，并与
相关企业洽谈对接项目。

在网易（杭州）网络有限
公司研讨会上，范建龙与网易
高管商讨“网易（苏州）产业

发展研究院”合作意向，推进共
建进程。据悉，双方将结合吴江
高新区（盛泽镇）的区位优势，
依托网易公司在教育、电商、游
戏、信息领域的资源，开展全面
合作。拟在盛泽形成“一基地+
三中心”架构，业务覆盖创新人
才培养、信息资源服务、特色产
业赋能、新消费展示等四大板
块。 （下转02版）

引智招才促高质量合作
区领导赴杭州考察网易吉利

本报讯（记者杨华）昨天
上午，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
武汉大学技术转移中心吴江分
中心、吴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签订智慧开发区建设战略合作
协议。本着“政府主导、企业
主体、协同推进、服务经济”
的方针，三方将着力提升成果
转化和服务社会的水平，共同
推进吴江智慧城市建设。武汉
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周叶

中，区领导徐晓枫、汤卫明等出
席签约仪式。

建设智慧城市，是促进产业
转型发展的现实需要、创新社会
管理方式的必然要求、提高群众
生活品质的有效途径，智慧园区
的体系结构、发展模式则是智慧
城市在一个区域范围内的缩影。
吴江开发区的智慧化建设，对吴
江乃至更大区域范围都具有重要
的试点示范意义。 （下转02版）

集成优势资源同频共振

建设智慧化吴江开发区

本报讯（记者俞佳佳）酷
暑送清凉，爱心不停步。昨天
下午，“我为城市送清凉”志
愿服务行动在苏州公民道德馆
启动。市文明办社会志愿服务
指导处处长张维荣，区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刘伟出席启动
仪式。“爱心站点”、志愿服务
队代表参加活动。

此次志愿服务行动由区文

明办、区总工会、吴江日报社、
吴江邮政、区志愿者总会联合倡
议发起，是在区总工会“安康·
爱心驿站”、吴江日报社“爱心
绿荫”、吴江邮政“邮爱驿站”
三个爱心平台的基础上，整合搭
建的全新的覆盖全区的志愿服务
平台。“我为城市送清凉”志愿
者联盟成立后，将开展集中志愿
服务行动。 （下转02版）

“我为城市送清凉”启动
“吴江城市清凉地图”同步上线

本报讯（记者史光 实习
生朱辰杰）昨天，新组建的国
家税务总局苏州市吴江区税务
局举行挂牌仪式，标志着原苏
州市吴江区国家税务局、苏州
市吴江地方税务局正式合并。
国家税务总局苏州市税务局联
合党委委员、副局长孟咸华，
区委常委、副区长李卫珍共同
为国家税务总局苏州市吴江区
税务局揭牌。

孟咸华对国家税务总局苏
州市吴江区税务局顺利挂牌表
示祝贺，希望国家税务总局苏
州市吴江区税务局以挂牌为新
的起点，贯彻落实好党中央、
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同心同
德、齐心聚力，扎实平稳做好
后续各项改革工作，更好地服
务纳税人和缴费人，更好地服
务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充分展现新税务机构的新作
为、新风采。

李卫珍表示，合并国税、

地税机构，将为高质量推进新时
代税收现代化提供有力制度保
证，希望吴江税务系统以此为契
机，更好地发扬团结拼搏的进取
精神，更加全身心投入到这场利
国利民利企利税的改革之中，加
快构建起优化高效统一的税收征
管体系，提供更加优质高效便利
的服务，让吴江百姓和市场主体
有更多的改革获得感，为全力打
造“八大标杆”，深入实施“555
计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提供更加坚强的税收保障。

据悉，为保证机构改革后各
项工作的平稳有序推进，吴江税
务部门严格落实国税地税征管体
制改革明确的主要任务，实现了
联合党委组建到位、“一厅通办”
先行到位、履行职责统一到位
等，展现出税务机构改革后的新
气象、新作为，

（下转03版）

构建优化高效统一的税收征管体系

国税总局苏州市吴江区税务局挂牌

7 月 19日，顶着炎炎烈
日，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

“走改革前沿、学改革精神”
全媒体新闻行动小组来到首站
——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开展
采访、调研。

汽车沿着笔直宽阔的改革

大道行驶，拐进小岗村，道路
两侧当地农民经营的各色土特
产商店、农家乐特色餐厅鳞次
栉比，店面往里，则是一排整
齐的农家别墅。

沿村口再往里走，一座土
坯茅草房“当年农家”出现在

眼前，在草房内的一间小屋
里，摆着一张简陋的小木桌，
周围几张旧小凳。这里就是
40年前，小岗村18户农民签
订“秘密协议”按下红手印的
小屋。

当年协议的撰写人、今年
79岁的严宏昌老人介绍说，
1978年的小岗村，村里没有
一块砖、一片瓦，村民更是缺
吃少穿，除了依靠国家救济就
只能外出讨饭活命。穷则思
变， （下转03版）

敢闯敢试 敢为人先
——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大包干”精神探析

本报记者 陈洁 徐东升 见习记者 高琛

7 月的阳光热烈而浓郁。
正值全区上下如火如荼地开展
解放思想大讨论之际，有幸参
加了区委宣传部、区发改委、
吴江日报社共同组织的“走改
革前沿、学改革精神”全媒体

新闻行动。这是一次零距离深
入改革圣地、全视角探寻改革
精神的发现之旅，也是一次开
阔眼界、增长见识的学习之
旅，更是一次追寻党员初心、

（下转03版）

学习敢为人先的“大包干”精神
潘海亮

本版责编/沈振亚 排版/程国英 校对/丁建华

税务工作人员步入国税总局苏州市吴江区税务局税务工作人员步入国税总局苏州市吴江区税务局。。（（吴斌吴斌摄摄））

新华社北京7月20日电 记者20日
从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了解到，今年
第10号台风“安比”将于21日夜间到
22日早晨在浙江温岭到江苏启东一带
沿海登陆，登陆及影响范围覆盖长江三
角洲及华东经济发达地区。国家防总已
于20日12时启动防汛防台风Ⅲ级应急

响应。
据了解，台风“安比”外围风力

大、影响范围广、降雨强度大，在防御
工作中有很多不利因素。预计“安比”
登陆后，将直接影响太湖流域，还可能
影响长江、黄河、海河甚至松辽流域的
一些省市； （下转02版）

国家防总启动Ⅲ级应急响应

防御第10号台风“安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