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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25℃～31℃，多云转阴有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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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企业退休人员

生活补助提标

7月4日，区委第二巡察组进驻区商务
局、区司法局，围绕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
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和夺取

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六个方面开展巡察。
近日，区委第二巡察组对上述两家单位

发出了《立行立改问题的通知》，提出了整
改意见。

在区委第六轮巡察第二巡察组指导下，
区商务局坚决查摆问题，积极落实整改。目
前巡察组反馈的部分问题已经立行立改。

就巡察组反馈的商务工作走访少、调研

质量不高的问题，区商务局领导班子和相关科
室负责同志开展专项调研走访活动，7月份累
计调研7次，共计20余家外贸重点企业，听
取企业当前经营现状、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等，
形成调研报告3篇。

为提高服务企业能力，区商务局牵头赴外
贸重点企业开展结对服务工作，现场听取企业
意见建议， （下转07版）

边巡边改助发展 立行立改惠民生
——区委第二巡察组推动被巡察单位问题整改

本报记者 章政英

本报德清讯（特派记者王炜） 昨
天，区委书记沈国芳率吴江区党政代表
团赴湖州市德清县考察，学习德清在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美丽大花园方面
的鲜活经验和有力举措，区领导王燕
红、徐晓枫、范建龙、吴琦、汤卫明、
朱建文等参加考察。德清县领导陆卫
良、陈健、孙政文、陈永明、方杰等陪
同考察。

上午，代表团一行首先来到德清县
二都小镇，下渚湖街道以“防风古国、
湿地小镇”为目标打造二都小镇，借着
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的契机，投资2亿
多元，利用三年时间，形成一带、三
线、五片区、多节点的防风湿地小镇，
集中融合展示防风文化和江南湿地水乡

的特色元素。代表团一行边走边看边
听，切身感受小镇旅游业发展的势头，
沈国芳对德清县在美丽乡村建设中注重
文化发掘、保护、传承、发展给予高度
评价，他认为，二都小镇充分挖掘历史
文化，创新扎口管理开发模式，集中现
有资源，不断丰富产业业态，保护好良
好的生态环境，将美丽乡村建设成果转
化为美丽经济的做法为吴江提供了可借
鉴的参考路径。

随后，代表团一行考察了下渚湖街
道沿河村，该村从村庄环境整治着手，
依托水文化、做足水文章，打造独具特
色的景中村，用绿水青山走出一条以休
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为特色产业的富民强
村之路。代表团一行沿着村道走访景观

节点，了解乡村旅游发展的推进和美丽
乡村建设相关做法。沈国芳对沿河村以

“大花园”“大景区”的标准不断提升农
村人居环境，大力发展休闲旅游产业，
做精规划，全面打造生态宜居的农村环
境，把美丽盆景串成美丽风景，以美丽
乡村建设带动美丽经济发展的做法表示
赞赏。

下午，在阜溪街道五四村，代表团
一行走进新农村建设主题馆和垃圾资源
化利用站，详细了解了五四村通过土地
流转，盘活土地资源，促进当地生态农
业的发展和百姓增收的成功做法。环境
整治补齐了阜溪街道全域旅游的短板，
也让五四村实现村庄到景区的转变。沈
国芳表示，德清县积极推进农村产权制

度改革和美丽乡村建设，改善农村生态环
境，提升村民幸福感，推动休闲农业与生
态旅游的协调发展，为吴江美丽乡村建
设，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增加农民收入，
让老百姓更有幸福感和获得感提供了鲜活
样本。

莫干山镇劳岭村凭借优越的生态环
境、良好的区位优势、浓厚的文化底蕴，
坚持高端精品民宿与农家乐融合发展，走
上了一条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
共赢之路，实现了“生态富民、绿色崛
起”的发展模式。走进莫干山脚下的劳岭
村，看到村里农民利用老房子改造的高端
民宿整洁干净，绿意盎然，将原生态的自
然元素与现代元素结合得特别好，既保持
生态又发展经济， （下转02版）

借他山之石助推乡村振兴
沈国芳率吴江区党政代表团赴德清考察

本报讯 （记者史韫倩）
22 日下午，部分区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来到天和小学高
年级部、东太湖实验小学、华
泽幼儿园等地，视察学校教学
楼、图书馆、食堂、报告厅等
硬件设施建设和文化建设，并
提出意见和建议。

东太湖实验小学和华泽幼
儿园均为今年9月份即将投入
使用的新学校。东太湖实验小

学位于苏州第九人民医院北侧，
设计规模为8轨48个班级，可
容纳学生2200名；华泽幼儿园
位于太湖新城南刘村内，设计规
模为6轨18个班级，可容纳幼
儿700名。两所学校的教学设施
设备均已到位，目前已经进入最
后的保洁阶段。校园内分区合
理、安全便捷、环保节能，人大
代表和政协委员们就招生区域、
招生人数、 （下转02版）

吴江今秋投用9所学校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视察新改扩建学校

本报讯 （见习记者沈卓
琪）昨天，记者从区人社局了
解到，自2019年度起，吴江
学生少儿参加居民医保政策将
全面与苏州接轨，新的政策在
缴费标准、结算年度、缴费时
间、保障待遇等四方面发生了
很大变化。

据悉，2019年度，吴江
学生少儿参加居民医保的筹资
标准调整为1320元/人·年，
其中个人缴纳的部分为 190

元，各级财政补贴1130元（含
经批准入医的新市民子女，不包
括“居住证满两年”的非本地户
籍人员）。

在时间上，医保结算年度由
当年4月1日至次年3月31日调
整为当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若已参加过2018年度居民
医疗保险， （下转02版）

吴江学生少儿医保接轨苏州
9月份起可申报缴费，标准为1320元/人·年

本报印江讯 （记者刘立平
杨隽）“真没想到，你们跑了几
千里路来看我们，太感谢了。”

8月22日，在印江县城的一个住
宅小区内，阿东的母亲冉光芬看
到本报记者一行后，激动地说。

阿东是印江一中的高一学
生，去年被查出患有淋巴瘤，为
了给他治病，家里花光了积蓄，
还借了十几万元的债。阿东的爷
爷奶奶年纪大了，身体不太好，
之前一家人全靠阿东的父母在外
打工挣钱支撑生活。现在由于要
照顾阿东，母亲冉光芬也无法外
出打工，家里更加困难了。

随着吴江与印江开展对口帮

扶，两地深入推进交流合作，本
报记者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从印
江一中老师那里了解到阿东的情
况，便在本报刊登了有关阿东的
报道，引起了众多爱心人士的关
注，桃源“曙光爱心奖励助学
金”就捐出了 1000 元。今年 5
月，本报组织东太湖论坛网友，
在水秀天地开展“爱心后备箱”
活动， （下转02版）

印江少年收到爱心善款
吴报“新闻助学印江行动”正式启动

本报讯（记者徐东升 实
习生刘汐帆）昨天下午，吴江
城投公司开展“共沐清廉家

风”暨廉洁文化进家庭活动，组
织20个家庭集体看倡廉片、听

“廉”故事讲座、 （下转02版）

沐清廉家风 创美好家庭
吴江城投公司开展廉洁文化教育活动

本报讯（见习记者高琛）昨天下午，
吴江召开了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
（扩大）会议，全面部署、临战动员此次
经济普查工作。

会议指出，吴江第四次全国经济普
查的主要任务是摸清经济家底、描摹发
展状况，查准新经济、新业态和新商业
模式“三新”发展状况，同时夯实地区

生产总值统一核算基础。根据国务院统
一规定，普查标准时点为2018年 12月
31日。我区“四经普”工作将大致用三
年时间，主要分为筹备和清查 （2018
年）、普查登记 （2019年 1—4月）、数
据处理与评估（2019年4—8月）、资料
开发 （2019 年 7 月—2020 年） 四个阶
段，普查对象为我区境内从事二、三产

业的全部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个
体经营户。

现在距普查标准时点不到5个月时
间，普查工作已由准备阶段正式转入了实
质性开展阶段。会议指出，目前我区正面
临普查对象数量激增、隐形单位查找困
难、普查报表专业性强、数据采集方式技
术性强、高素质“两员”选聘难等问题。

下阶段，我区各职能部门将加强组织、落
实责任，强力推进“三落实”工作，并围
绕重要节点开展宣传，扎实开展“两员”
培训，认真开展普查清查，加强重点领域
问题研究等。

会上，全区8个区镇相关负责人还签
订了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责任书。

区委常委、副区长李卫珍出席会议。

吴江全面部署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
普查标准时点为2018年12月31日 相关报道 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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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评论员：

努力开创
宣传思想工作新局面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
宣传思想工作会议重要讲话精神

新华社北京8月23日电 首届中国
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23日在重庆市开
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会议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我们正处在新一轮科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的时期，以

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
代信息技术日新月异。促进数字经济和实
体经济融合发展，加快新旧发展动能接续
转换，打造新产业新业态，是各国面临的
共同任务。 （下转02版）

习近平向首届中国国际
智能产业博览会致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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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高考将
取消文理科
本科一、二批次将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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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温州发生
非洲猪瘟疫情

死亡340头

活动场景活动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