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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闸蟹周转箱及看护棚拆除进入倒计时

抓住主阵地 重视主战场

15 天，打赢水源地整治攻坚战

市领导调研苏信学院意识形态工作

本报记者 颜贝贝
雾气弥漫的太湖庙港饮用
水水源地，一场为期 15 天的
战役正在紧张进行中。
11 月 30 日 24 点，暂养区
内 75 个看护棚、7399 个周转
箱的签约工作已全部完成，但
这仅是太湖庙港饮用水水源地
整治攻坚战的开端。12 月 15
日 ， 未 拆 的 48 个 看 护 棚 、
7399 个周转箱全部拆除，这

才是这场攻坚战的最终胜利。
5 日，记者在太湖庙港饮
用水水源地的太湖岸边看到，
一张大闸蟹周转箱和看护棚拆
除进度计划图十分显眼，从 1
日至 15 日的日期上标注着每
天看护棚、周转箱的拆除任务
数量，代表看护棚的蓝色进度
线与代表周转箱的红色进度线
在计划图上不断延伸。

计划图就是作战图，倒排
时间进度，周密制订拆除方
案，对照“签约一个、拆除一
个”工作要求，每天都要求有
新进展。
随着行色匆匆的人群走进
暂养区，一片忙碌的景象逐渐
映入眼帘，看护棚平台拆除工
程正如火如荼进行中，一车车
建筑材料不断运出。
水面上，
周

转箱一个接着一个被拉出，抬上
等在一旁的车辆，快速驶出暂养
区。
河岸边，
还有一艘艘装载着周
转箱的渔船陆续驶来，渔民等在
岸边将一个个周转箱抬上车辆。
虽然太湖边下着小雨，但看
护棚平台拆除工作和周转箱搬运
工作在渔民和工作人员的共同努
力下，没有片刻停顿。现场，
30 多个身穿橙色马甲的太湖红

帆青年志愿者在绿色渔网的衬托
下，非常显眼，自拆除工作启动
后，他们便一直在现场协助渔民
搬运日常用品与周转箱，并时刻
维持现场的拆除、搬运秩序。
南太湖大道上，100 多米长
的道路两边堆放了大量周转箱。
装载着周转箱的拖拉机、三轮车
络绎不绝，将周转箱放置到道路
旁，
等待集中清点。 （下转 02 版）

亨通上镜央视纪录片

确保颗粒归仓 保障农民利益
山。
李铭细致察看设备运行情况，
并详细了
解收购粮食质量等情况。听闻今年病虫危
害少，秋粮长势好、产量高，李铭特地来到
练聚村的稻田里，
仔细查看水稻长势，
并向
种植大户询问水稻品种、产量及收益。
随后，李铭一行来到位于平望镇联丰
村的吴江粮食中心库。该库按照现代化粮
库的标准建设，仓容量为 5 万余吨，已完
成智能化升级项目，启用区综合监管平台
系统，实现了实时监控、信息化管理。李

铭边听介绍，边从传输带上抓起一把稻
谷，察看粮食的品质状况，了解目前全区
秋粮收购进展。
今年，全区水稻种植面积 17 万亩，
比去年增加 0.43 万亩，预计单产 580 公
斤/亩，总产 9.8 万吨。我区秋粮收购执行
国家公布的稻谷最低收购价政策，中等质
量粳稻收购价格为 1.3 元/斤。同时，我区
继续实施水稻价外补贴政策，补贴标准为
0.10 元/斤。目前，秋粮收购工作稳步推

进，约完成预计收购量的 35%。
李铭指出，粮食销售是农民实现自身
利益的重要环节。相关部门要认真落实水
稻价外补贴政策和国家各项收购政策，既
要保证粮食入库，又要确保粮食品质不
降，更要让农民的粮食卖个好价钱；要加
大对粮食收购市场的监督检查力度，优化
各项为农服务，确保售粮农民利益不受侵
害；要增强抓农时意识，抢抓好天气，做好
粮食收储工作，
确保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本报讯 （记者黄明娟） 庆
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吴江十件
大事评选活动自 12 月 3 日启
动以来，受到了市民读者的广
泛关注，据统计，前三天，参
与投票者高达 9800 余人次。
候 选 的 20 件 标 志 性 事
件，都是吴江改革开放以来，
事件重大、内涵丰富、影响深
远的事件，
（下转 02 版）

改 造 ，将 传 统 高 压 钠 灯 改 为
LED 灯具，并纳入单灯智能控
制系统。李笋拿出手机，
点开还
在调试中的控制系统介绍道，
有了这个系统，就可以在不影
响道路行人和汽车出行的前提
下，用一部手机控制每盏路灯
的开关和亮度。
根据实际需要，
可采用隔一亮一、隔二亮一、单
侧亮灯、双臂灯单侧亮等自由
组合的控制方式，实现城市照
明节能降耗。 （下转 02 版）

工作人员正在笠泽路上安装 LED 灯具。（吴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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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控发力纯电动汽车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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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陈晓思思） 近
日，一辆搭载苏州绿控传动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三合一纯电动系统
的 4.5 吨厢式物流车，在“2018

社址：吴江区笠泽路 15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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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纪录片《我们一起走过——致
敬改革开放 40 周年》第六集《爱
拼才会赢》，在 CCTV1 播出。亨
通研发制造国内最长海底电缆的
故事成为本集的压轴故事。
该片旨在反映改革开放 40
年来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发生的
历史性变革，选取我国经济社会
各个领域的发展变迁故事。“民
企肩负时代梦，创新创造谋发
展”，本集选取全国最具代表性
的非公企业，讲述了改革开放以
来，
（下转 02 版）

万人参与“十件大事”评选

太湖新城 8869 套路灯接受改造

吴江周六

本报讯 （记者王炜 章政
英）“ 今 年 是 改 革 开 放 40 周
年，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民营
企业崛起和壮大。党中央是民
营企业的强大后盾，我们坚
信，民营企业必将迎来更加美
好的未来。”昨天，亨通集团
董事局主席崔根良这样表示。
对公司能上镜央视反映改革开
放 40 周年成就的纪录片，崔
根良感到非常自豪。
12 月 4 日晚，由中宣部、
央视联合制作的十八集大型电

改革开放 40 周年巨变激发投票热情

一部手机“点亮”全城
本 报 讯 （记 者 吴 斌）
“新的路灯要比旧的路灯节
电 50% 以 上 ， 在 手 机 上 不
仅 能 够 控 制单灯 开 关和 亮
度，同 时 还能提 示路 灯 故
障，非常的方便。”区城市
路灯工程有限公司负责人李
笋告诉记者，目前太湖新城
路灯改造工作正在进行中。
今年，太湖新城启动辖
区 内 城 区 46 条 道 路、乡 镇
49 条道路总计 8869 套路灯

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基础。高
校要以发展的眼光建设教师队
伍，要抓住课堂、讲座、论坛这
些主阵地，高度重视网络这一主
战场，坚持管用结合的硬道理，
针对热点、敏感的话题，主动设
置议题，切实把握好“什么时候
说”“说什么”“怎么说”的尺
度，使校园网络更加规范。
作为吴江的第一所高校，苏
信学院主要从政治挂帅、理念引
领、责任落实、日常教育等方面
抓好意识形态工作，形成了苏信
学院的意识形态工作特色。

致敬改革开放 40 周年

李铭调研秋粮收购时强调

本报讯（记者杨华）当前，秋粮收购工
作正有序推进。昨天下午，区委副书记、区
长李铭，区委副书记王燕红率区农委、粮食
局等部门负责人，就该项工作进行专题调
研。李铭强调，要加快秋收进度，做好秋粮
收购，保证颗粒归仓，保障农户利益。
走进吴江粮食购销总公司菀坪分公
司，只见稻屑飞扬。农业机械正轰隆隆地
在作业，对农户送来的稻谷进行除杂等处
理。粮仓里，金黄色的稻谷堆成了一座小

本报讯 （记者史韫倩） 昨
天上午，苏州市副市长陆春云
走进苏信学院，调研意识形态
领域工作情况。区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刘伟陪同调研。
调研中，陆春云考察了学
院移动应用研究开发与信息安
全研究开发工作室、“红色工
匠”党建工作室等地，并观看
了学生演示的智能巡检车和智
能交通仿真沙盘等。
陆春云表示，建设政治素
质过硬、业务能力精湛、育人
水平高超的高素质教师队伍，

中国深圳第三届新能源汽车 （物
流车） 挑战赛上表现抢眼，赢得
了最佳爬坡奖、最佳节电力奖和
最佳续航能力奖。

国内统一刊号：
CN32-0124

这次比赛对电动物流车的续
航里程、节电、爬坡、加速、涉
水、制动等技术参数进行横向评
测，吸引了如一汽解放、吉利商
用车、陕汽控股等近 30 家汽车
主机厂商的旗舰型车型前来参
赛。
绿控传动企业研究院常务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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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李红志认为，这些评测指标
对于绿控所有型号的动力系统来
说，都不在话下。
他举例说，
绿控
TED1360 纯电动系统，采用的是
2 挡 AMT 变速箱，相较目前市场
上常用的直驱电机产品，爬坡性
能显著提高，可使满载车辆最大
爬坡度超过 30%； （下转 0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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