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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陵城区新增20套

“抓拍神器”

本版责编/费永新 排版/孙 莺 校对/沈志强

本报讯（见习记者高琛）
昨天下午，由区委统战部主
办、区工商联承办的第四期

“同心大讲堂”在区会议中心
开讲，讲座探讨了在当下政治
经济发展大环境下，企业高质
量发展的创新之道。

本期“同心大讲堂”邀请中
国科学院大学教授孙玉麟，他
带来了《高质量发展下的企业
创新之道》讲座，孙玉麟曾任深

圳赛格集团董事长、富士康集团
董事长郭台铭的特别助理。讲座
中，孙玉麟结合自身经历，解析在
面临当前国家一系列环保、安全
和税收等政策影响时，企业直面
现实问题、在大势中破局、实现高
质量发展的一系列方法，帮助企
业寻找高质量发展的创新之道。
与会人员认真听讲座，不时做笔
记，讲座结束后，他们纷纷表示
受益匪浅。 （下转12版）

探索高质量发展创新之道

第四期“同心大讲堂”开讲

本报南昌讯（特派记者邱
纳） 10月18日至21日，区人
社局牵手区内40家规模型企
业，携带1248个岗位，赴南
昌召开高校引才合作推介交流
会，举办校园招聘会。

此次招聘会走进南昌大
学、东华理工大学、江西制造
职业技术学院等高校以及江西
人才市场，为期待施展才华的
莘莘学子架起一座和社会接轨

的桥梁。三天四场招聘会，场场
人气爆棚，吴江参会企业共收到
毕业生简历1133份（研究生简
历 65 份），达成双选意向 384
人，当场签约17人。

据初步统计，截至目前，落
户吴江的江西高校毕业生共
1145人，为吴江经济社会发展
作出了积极贡献。

随着吴江经济转型升级的加
快， （下转12版）

吴江赴南昌招揽“金凤凰”
校园招聘会人气爆棚

前不久，《吴江区关于鼓励
企业与大院大所共建研发机构奖
励实施细则（暂行）》正式对外
公布，其中明确指出，根据企业

与大院大所双方合作建设期内的
新增投入等因素确定奖励金额，
最高奖励金额200万元，并且一
经备案即可下达奖励总额的
50%。

该项政策的出台，无疑为企
业与大院大所深入建立产学研长
效合作机制注入了一针“兴奋

剂”，同时也反映了吴江对于提
升科技创新水平的强烈诉求。

今年以来，吴江深入实施创
新驱动战略，加快创新主体培
育，集聚创新资源要素，科技创
新发展取得明显成效。上半年，
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经费
投入达 22.51 亿元，同比增长

81.3%，增速位居苏州各区（市）第
二。1至8月，全区完成高新技术产
业产值992.95亿元，占规模以上
工业产值比重的43.6%，组织申报
高新技术企业256家。

更令人振奋的是，目前全区
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已达 44.7
件， （下转02版）

创新驱动激发产城融合发展活力
吴江积极打造更具活力创新生态系统

本报记者 周成瑜

本报讯（记者杨华）昨天下午，全
区重点项目现场推进会召开。区委书记
王庆华强调，做好重点项目建设工作，
事关吴江高质量发展的全局，要切实增
强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迎难而
上、全力以赴，确保全面完成全年的各
项目标任务。区委副书记、区长李铭主
持会议。

与会人员首先走进苏州湾文化中
心、绿地中心和东太湖实验小学等地考
察。每到一处，王庆华、李铭都细致看
现场、听汇报，并与现场负责人进行交
流，询问项目建设推进情况。王庆华希

望苏州湾文化中心提前做好运营管理计
划，使文化中心真正成为文化惠民、文
化强区的实事工程；绿地中心在保障质
量和安全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快建设进
度，并做好后续的运营团队、进驻品牌招
引；东太湖实验小学在关注环保、饮食等
安全问题的同时，要围绕教书育人这一
核心乘势而上，努力办成一流校区。

1—9月，全区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450亿元，总量居苏州第二，同比增长
7.3%，增幅居苏州第一，有力推动了
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与此同时，全
区322个重点工程高质量推进，1—9

月完成投资超过序时进度。
王庆华在会上强调，推进重点项目

建设，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推动转型升级的必然抓手、满足人民群
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选择。

王庆华要求，全区上下要把握形
势，充分认识重点项目建设的重要性；
要多措并举，狠抓招商引资、项目进度
和要素供给，用好重大项目管理系统，
强力推动“三治”等工作，全流程抓好重
点项目推进；要优化机制，加强组织协
调，提升服务效能，优化督查考核，全力
做好重点项目服务保障；要提前抓好谋

篇布局，既要持续扩大有效投资，加速培育
发展新动能，也要充分考虑资金和土地的
保障能力，分清轻重缓急，量力而行，确保
明年的重点项目开好头、有序推进。

李铭最后强调，要在确保施工安全、工
程质量的前提下，更大力度抓项目推进；要
抓内部挖潜、营商环境、督查激励，更优服
务做好协调保障；要看清形势、结合实际，
在“重、准、调、补、好”五个字上下功夫，加
快形成滚动发展良性机制，更高质量、科学
有效谋划明年项目。

区领导李卫珍、吴琦、汤卫明、朱建
文、戚振宇出席推进会。

王庆华在全区重点项目现场推进会上强调

全力以赴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

本报讯（记者杨华） 今年前三季
度，全区322个重点工程高质量推进，
截至9月底，共完成投资481亿元，占
年度计划投资的 80%，超过序时进
度。其中，新开工项目完成投资148亿
元，占年度计划投资的72%；结转续
建项目完成投资333亿元，占年度计划
投资的84%。这是记者从昨天召开的

全区重点项目现场推进会上了解到的消
息。

重点工程包括“555计划”、实事
项目和其他项目。1—9月，5个省级重
大项目稳步实施，累计完成投资27.5
亿元；21个苏州市重点项目 （包括5
个省级重大项目）加快推进，累计完成
投资 109 亿元，占年度计划投资的

77%；九大工程共88个实事项目总体进
展顺利，截至9月底，6个子项已经建成
或完成年度目标任务；190个“555 计
划”项目实施不断深入，累计完成投资
237亿元，占年度计划投资的80%。

具体来看，“555计划”项目进展
相对迅速，超过序时进度，同比提高3
个百分点，新开工项目开工率超过

83%。其中，五大平台突出产业集聚，
47个项目完成投资84亿元，占年度计划
投资的70%。国测、苏州湾软件园、兰
生互联网产业园等数字经济项目加速推
进，青商会、步步高、农商银行和东恒盛
等总部经济项目内部装修，卡特彼勒、英
格索兰、卓因达等智能装备项目主体施工
基本结束。 （下转12版）

322个重点工程快马加鞭高质量推进
1—9月完成投资481亿元，占年度计划投资的80%

本报讯（记者章政英 见习
记者沈卓琪）水是吴江的灵魂，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是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加快美丽乡村建设的重
要环节。记者昨天从区住建局举

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
区农水办全面启动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工程，到目前已经启动建设
264个农村生活污水处理项目，
并以年度目标、技术标准、政策支

持等“6个明确”为主要内容，全
面提升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水平。

据了解，吴江今年计划实施
222个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
同时计划实施52个村庄的改造
完善，计划投资4亿元。截至9
月20日，已经完成农村生活污
水处理项目 63 个，在建 181
个，前期准备工作即将完成20
个，总数达到 264 个，52 个

“回头看”项目完成，超额完成全
年目标任务。

区住建局局长陈朝林就《关
于推进吴江区2018年度农村生活
污水治理工作的实施意见》进行
解读。该《意见》明确了出水标
准，即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
出水水质要求达到《城镇污水处
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的一级B
标准； （下转12版）

吴江全面治理农村生活污水
今年启动建设264个处理设施项目

新华社北京10月22日电 中国工
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22日上午在
人民大会堂开幕。习近平、李克强、栗战
书、汪洋、赵乐际、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
人到会祝贺，王沪宁代表党中央致词。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重热烈。主席
台上方悬挂着“中国工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
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象征着中国工会和
中国工人阶级团结统一的工会会徽熠熠生
辉，10面鲜艳的红旗分列两侧。（下转02版）

中国工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开幕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赵乐际韩正到会祝贺

王沪宁代表党中央致词

本报讯（记者陈晓思思）
昨天上午，苏州久富农业机械
有限公司二期新厂房奠基开
工，总投资达4.3亿元。久富
农机3年前从苏州工业园区搬
迁到吴江开发区，在吴江实现
了跨越式发展。

目前，久富农机在农机行
业民族品牌中位居国内市场占
有率第一。2017年，久富农
机还受邀参加了插秧机国家标

准和行业标准的制定。“企业迅
速发展，离不开吴江各职能部
门和吴江开发区相关部门亲商
安商的高效服务。”公司总经理
徐正华说。

据了解，久富农机二期工厂
占地98亩，建筑面积9万平方
米，将建设高标准研发试制中
心、技术人员培训中心、智能化
的喷涂流水线、核心零部件的生
产制造车间、 （下转12版）

久富农机二期开工建设
总投资达4.3亿元

1010月月2222日日，，记者在台湾宜兰罗东圣母医院外采访记者在台湾宜兰罗东圣母医院外采访。。（（新华社新华社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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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铁普悠玛列车出轨翻覆
已造成18人死亡、187人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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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扇羊毛衫市场

行情“慢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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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国王及王储

向卡舒吉家属

致电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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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同黎公路吴江北段

全封闭施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