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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吴江全面主动融入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战略
吴江牢牢把握长三角区
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
略的重大历史机遇，提高政
治站位，积极主动出击，深
化与上海、浙江兄弟县市区
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
交流合作。
2018 年 初 ， 吴 江 制 定
《吴江区主动融入全面接轨上
海工作意见》 及 《工作任务
分解方案》；8 月，与青浦、
昆山、嘉善共同探索建立环
淀山湖战略协同区，并成功
召开第一次联席会议，签署
了合作备忘录和 11 个专项协
议，发布了一体化对接事项
清单；12 月，区十三届党代
会四次会议明确将“积极融
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建设”
“更加突出聚力长三角区域一
体化”作为 2019 年的重要工
作和主要任务，吴江还专门
成立了以区委书记为组长、
区长为副组长，各党政分管
领导为成员的领导小组，下
设办公室，并组建长三角一
体化专班。
（杨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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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首次突破 200 亿元

2018 年，吴江经济运行稳中有进，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 202.9 亿元，首次突破 200 亿元大关，增长 10.6%。全
口径税收全年超 300 亿元，也属首次，实现了历史性突
破。其中，税收收入占比达 90.5%，为近 11 年来最高，
体现了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2018 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收入预算的
101.45%，比上年实绩增收 19.38 亿元，增长 10.6%。其
中，税收收入完成 183.6 亿元，比上年实绩增收 22.59 亿
元，增长 14.03%。全区完成全口径税收 326.41 亿元，
比上年实绩增收 28.1 亿元，增长 9.42%。
（杨华）

5.

建设“中国·江村”环长漾特色田
园乡村带，纵深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坚持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总要求，吴江纵深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全力打
造江南水乡标杆。我区特色田园乡村建设成效明显，打
造“中国·江村”品牌，从区域乡村产业发展、空间布
局、基础设施、生态系统和文化引领等五个方面，统筹
规划并建设环长漾特色田园乡村带，打造乡村振兴的吴
江样本。
美丽镇村建设加速推进，按时序完成被撤并镇环境
整治提升。黎里古镇成功创建国家 AAAA 级景区，震泽
镇荣膺“2018 年江苏省十佳生态旅游小镇”。一批村庄
被列为省级、市级建设试点村庄，成功创建 40 个三星级
康居乡村、23 个一星级康居乡村、2 个康居特色村。
（周成瑜）

3.

吴江成立全省首家区级综合行政执法局

2018 年 10 月 24 日，苏州市吴江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揭牌仪式举行，吴江成立全省首家区级综合行政执法
局，全区综合行政执法改革进入崭新阶段。
2018 年 9 月，苏州作为全省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
的试点地区，同意苏州市吴江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更
名为苏州市吴江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负责建立健全与行
业主管部门及综合执法队伍间的协调配合、信息共享机制
和跨部门跨区域执法协作联动机制，
统筹协调全区综合行
政执法工作，
根据权责清单实施相对集中行政处罚和行政
强制，
指导、督促、考核各镇综合执法局规范开展行政执法
工作。同时，在市场监管、文化市场等领域整合组建 6 支综
合执法队伍，优化 8 支镇域综合执法队伍，建立健全“1+
6+8”
全域综合行政执法体系。
（周成瑜）

6.

创新开展“三治”工作

2018 年，吴江全面启动“三治”工作，以系统化思
维，统筹环境整治、“263”、“331”、“三优三保”等专
项行动，标本兼治优化高质量发展新空间，持续推动各
专项治理工作常态、长效。
以消除违法用地、违法建筑、违法排污和重大安全
隐患等问题为重点的“三治”工作，实现资源保护与利
用水平大幅提高、突出环境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安全消
防等各类隐患显著降低、发展空间全面拓展的目标。
2018 年 5 月 9 日，我区启动开展“331”整治火灾
隐患专项行动。围绕“三合一”场所、出租房(群租房)
和电动自行车三类突出火灾隐患，在全区范围开展专项
整治行动。
（颜贝贝 张婷）

4.

全区民营企业累计突破 6.6 万户，
注册资本总额超 3600 亿元

2018 年，吴江民营企业累计突破 6.6 万户，注册资
本总额超 3600 亿元。恒力集团继续入围世界 500 强，列
第 235 位，恒力、盛虹、亨通、通鼎 4 家企业继续入围
中国企业 500 强，永鼎等 5 家企业继续入围中国民企
500 强。恒力炼化项目投料开车，标志着中国首个大型
民营炼化项目进入投产倒计时。
盛虹炼化一体化项目正式
开工，提升我国石化产业的国际话语权。东方盛虹完成重
大资产重组，迈为股份成功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2018 年
全区上市公司、新三板挂牌企业实现融资 169 亿元。
中瑞机电获评省级专精特新示范企业，博众精工新
入围苏州市“新地标企业”，新增捷力新能源等 5 家苏州
市级专精特新示范企业和微康生物等 17 家培育企业。众
合生物发布首个国产 PD-1 抗癌新药。
（陈晓思思）

7.

社保全面有序融入苏州

2018 年 8 月 22 日，经吴江区政府、苏州市政府常务
会议审议通过，《吴江区社会保障体系全面融入苏州工作
方案》 正式印发，14 个方面 61 项具体融入事项全面推
进、有序融合。年内职工社保缴费基数下限、居民基础
养老金、被征地农民养老补助金分别提高至 2660 元/
月、410 元/月、730 元/月，与苏州动态比值由 2012 年
的 68%、68%、54%提高至 88%、84%、74%；企业退
休 人 员 平 均 基 本 养 老 金 由 1768 元/月 提 高 至 1880 元/
月；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模式和筹资标准、居民医疗保险
住院和门诊待遇、社会医疗救助和大病保险政策全面接
轨苏州；学生少儿医保政策正式出台，参保群体达到
11.2 万人；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等 14 家市区医院开通
吴江医保专线。
（黄明娟）

刚刚过去的2018年，是全面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改
革开放40周年，也是吴江推动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年。
为更好地回顾和展示吴江过去
一年来在经济发展、改革攻坚、城
乡融合、生态改善、社会事业等各
方面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激励全区
干部群众凝心聚力，牢牢把握高质
量发展要求，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
放，积极融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建
设，由中共吴江区委宣传部主办，
吴江日报社全媒体隆重推出2018年吴
江区十大新闻。

8.

吴江成为省级“不见面审批”标准
化试点区域

2018 年 5 月，吴江被确定为全省“不见面审批”标
准化试点县区，在全省率先构建“不见面审批”标准体
系，对六类政务服务事项 1282 项业务进行梳理，公布了
《吴江区政务服务事项清单》 及操作指南、业务手册等，
全区共有 1123 项事项实现了“不见面审批”，正在申报
省级地方标准。2018 年 11 月 14 日，全省“放管服”集
成改革经验交流现场会在吴江举行。
吴江还和浙江嘉兴市南湖区在全国率先实现政务服
务事项跨省通办，率先构建了 G60 科创走廊一网通办窗
口并发出全省首张证照。在全市率先建成 24 小时不打烊
的自助服务区，
“一窗式”受理模式实现区、镇、村三级
全覆盖。2018 年，吴江获得全省“推动行政审批、商事
制度等改革工作成绩突出地区”称号。
（徐东升）

9.

吴江区发布实施非公党建组织力标
准体系

2018 年 8 月 11 日，吴江区发布实施非公党建组织力
标准体系，在全国率先探索以标准化引领非公党建高质
量发展的“吴江样本”
。
《非公党建组织力标准体系》 将非公党建组织力细化
为政治领导力、发展推动力、组织生命力、队伍战斗
力、社会服务力等“五个力”，并细化成 20 个方面 56 条
具体标准。
《非公党建组织力标准体系》 的出台，是吴江提升非
公党建组织力的创新探索和有力抓手，目的是为了加速
推进“四个一”工程，即用三年时间，分层分类构筑一
个龙头、十家重点、百强示范、千企规范的非公党建新
格局。
（黄明娟）

10.

启动实施太湖围网拆除

2018 年，吴江认真组织，启动实施太湖围网拆除工
作。当年度完成共计 1151 张养殖证的登记评估、数量公
示、价格公示等工作，并与各养殖使用权人签订了拆除
协议。11 月 28 日，太湖新城、吴江开发区、七都镇等
三个区 （镇） 相继启动太湖围网移交工作，至 12 月 31
日，全区围网移交工作全部完成。在围网移交阶段，吴
江还同步启动了对围网、船只等设施的拆除处理工作。
吴江还大力推进太湖水源地整治，全面完成 177 个
看护棚、7399 个暂养箱的整治拆除。
（周成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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