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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听两会上的
新吴江人声音
特别策划

1 月 6 日至 10 日，2019 年吴江两会 （区十六届人大三次会议、区政协十五届三次会议） 召开。这是吴江
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会上，代表委员们纷纷结合自身实际，围绕吴江重点工作和老百姓关心的问
题，展开热烈审议、讨论，为推动吴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代表委员中，不乏新吴江人。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但同样心系吴江，关注着“第二故乡”的发展，致力
于提出具有建设性意义的建议。本期新吴江人周刊，从中选取了 6 名代表委员，了解他们今年两会关注的问
题。来，一起听听两会上的新吴江人声音。

区人大代表李磊：

区政协委员潘圣：

鼓励新能源汽车更广泛应用

加强校内中华传统文化教育

完善可燃气体审批制度

本报记者 陈晓思思

本报记者 周成瑜

本报记者 颜贝贝

李磊
李磊是苏州绿控传动科技有限
公司董事长，来自安徽阜南县。自
2011 年来到吴江，他便一直在新
能源汽车领域深耕，作为区人大代
表，他今年提出的建议也关于这一
行业。
李磊认为，不管是出于经济性
考虑，还是环保要求，新能源物流
车未来一定会成为主流，尤其是中
轻型的纯电动物流车。2018 年以
来的电机配套排行榜，绿控多次位

居行业第一，其中既有客车类的产
品，也有适用于卡车和物流车的动
力总成。
目前，新能源车大多用于公共
交通领域和个人驾乘。李磊认为，在
物流、环卫等公共服务领域，新能源
汽车也可以大有作为。
国内多个省份
和城市已出台政策，
鼓励新能源汽车
在公共服务领域推广应用，
如河北省
把机关公务车、执法执勤巡逻车、
校车、出租车等 9 类新能源汽车纳
入公共服务领域范围，在推广期
内，省级财政按国家补贴标准 11
比例对购车用户予以补贴。
李磊建议吴江一方面出台相应
的政策，鼓励使用现有新能源充电
设施，不要让大多数停车场的充电
桩闲置，造成资源浪费；另一方面
给予新能源物流车适当的路权，参
考一些城市做法，给纯电动物流车
开绿灯，给予不限行、优先上牌、
免购置税、免费停车等优惠政策，
鼓励新能源汽车得到更广泛的推广
和应用。

区政协委员刘卫：

潘圣
来自香港的潘圣在吴江已经生
活和工作近 10 年了，在他的印象
里，吴江经济社会发展迅猛，生态
环境日益改善，整个城市也变得越
来越宜居、宜业。
2016 年，潘圣成为了吴江区
政协委员，出于对传统文化的喜
爱，他格外关注传统文化的传承与
传播，并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
文化底蕴深厚的吴江能够保留好自
身的优秀传统文化。

区人大代表黄良驹：

“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应从学
校教育入手，培养他们的民族自豪
感和文化自信。
”今年，潘圣将目光
聚焦在青少年传统文化教育上，并
撰写了相关建议。在他看来，读书
是最直接有效学习传统文化的方
法，通过诵读经典国学古诗，加上
老师的解读，可以让孩子了解中华
文化思想、传统生活习俗以及节日
文化，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三观。
因此，他建议学校把传统文化教育
融入各个科目，尽量运用能让学生
提起兴趣的方式开展教育。
潘圣认为，学校可以开办与国
学四艺 （琴棋书画） 相关的学生社
团，让学生们根据自身的兴趣爱好
进一步学习。针对近年来传统节日
越来越缺失节日气氛，很多年轻人
更喜欢过洋节的情况，潘圣建议学
校在不同中华传统节日应举办相应
的活动，让学生们切身感受民族习
俗风情，提高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的
积极性，从而起到培养文化自信、
增强民族自豪感的作用。

区人大代表陈启松：

黄良驹
“我是泰州靖江人，2007 年来
到吴江，今年是我第三次参加人代
会。”作为七都镇安监所所长，区
人大代表黄良驹十分重视安全生
产，第一次参加人代会时，便提出
一个关于进一步厘清安全生产监管
责任的建议。第二次参加人代会
时，黄良驹就建立健全工业企业使
用液化天然气等可燃气体的审批监
管和建立健全行政执法工作案件移
交制度提出了有关建议。

2018 年，关于工业企业使用液
化天然气等可燃气体的监管体制已
经比较完善，但是审批工作还没有
进一步明确。所以在今年的人代会
上，黄良驹针对工业企业使用液化
天然气等可燃气体的审批制度专门
提出了建议。他建议，发改、经
信、住建、消防、市监等部门，从
立项审批上明确审批流程、审批的
技术规范标准等，一方面给予工业
企业使用液化天然气设备设施的行
政许可，另一方面完善点供式燃气
设施技术规范标准，彻底消除用气
单位的安全隐患。
近年来，由公共空间管网问题
引发的事故呈高发态势，严重影响
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运
行秩序。
“针对这一情况，我希望全
区能够优先建设地下管线、管廊，
优化城区、乡村公共空间管线布
局，建立公共空间管线信息系统管
理平台，将乡镇、乡村公共管线建设
纳入区级管控，
进一步明确公共管线
审批建设管理流程。
”黄良驹表示。

区政协委员覃晓康：

在基层医疗机构设慢病防治科

让老旧小区焕然一新

持续深化产教融合

本报记者 黄明娟

本报记者 史韫倩

本报记者 高琛

刘卫
刘卫是一名新吴江人，老家湖
南，来吴江之前，一直在北京发
展。2011 年底，吴江高新区 （盛
泽镇） 赴北京招商引资时，因看中
盛泽营商环境好、区位优势好、产
业链完整，刘卫来到盛泽，成立了
苏州楚星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已连续多年成
为盛泽亩均纳税大户。
来到吴江，刘卫就把这里当作

了第二故乡，积极融入。在 2017 年
多了一重身份——区政协委员后，
他更是对吴江有了强烈的归属感，
以饱满的热情履职尽责，积极深入
基层开展调查研究，参与到吴江经
济社会的发展中。
紧扣吴江发展的重点、热点、
难点问题，刘卫提出了一些有前瞻
性和参考价值的提案。今年，他着
重关注的是慢性病防治。
刘卫认为，在慢性病已成为危
害市民健康一大杀手的当下，可尝
试在基层医疗机构设立慢病防治
科，通过医联体模式，在上级医院
心内科、内分泌科等临床科室指导
下，让卫生院内一部分临床医生、
护士和预防保健科成员，甚至是社
会志愿者，专职承担起这项重要工
作，让慢病防治科成为医患沟通，
共同对抗病魔的平台。“这对老百
姓，尤其是像我这样的新吴江人来
说，也将进一步增强归属感甚至依
赖感。
”

陈启松
区人大代表陈启松 2007 年来
到吴江，并把家安在了汾湖。虽然
是第一次以人大代表的身份参加会
议，但他心里一直装着汾湖的社会
发展。今年，他一口气提了两个议
案，一个事关交通安全，一个事关
小区改造。
关于老旧小区改造的议案，陈
启松前期做了大量的调查工作。
“近年来，汾湖城市建设不断提

速，城市面貌日新月异，作为一名
常住汾湖的新吴江人，我感到十分
自豪。但与此同时，这块土地上也
存在小区管理等方面的问题。”陈启
松以汾湖中山花园小区改造为例介
绍道，老旧小区普遍存在基础设施
老化、消防设施缺失、乱停乱放现
象严重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陈
启松作了细致的分析，最终从建筑
安全、消防安全、环境污染防治、
人居环境提升等方面，切实提出了
自己的相关建议
除了议案的内容，陈启松还有
着新的牵挂。作为法兰泰克重工股
份有限公司行政总监，企业的人才
问题一直是陈启松的挂怀之处。“企
业的发展、汾湖的发展，都离不开
人才。如何吸引人才、如何留住人
才、如何培养人才，这些都是我们
急需解决的问题。接下来，我希望
能够在人才发展方面作进一步的分
析研究，为汾湖高质量发展奉献自
己的力量。
”陈启松说。

覃晓康
2006 年，覃晓康通过人才引
进，从老家湖北恩施来到吴江，目
前是苏信学院的一名老师。今年已
经是覃晓康第三次参加两会，因为
从事教育行业多年，他三次的提案
都与“老本行”有关。
“2017 年 底 ， 国 务 院 出 台 了
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
一年多来，吴江不断深化产教融
合 ， 取 得 了 一 些 成 绩 。” 覃 晓 康

表示，自己这次带来的提案与深
化吴江的产教融合有关。“在提案
前，我随同调研组对吴江周边地
区深化产教融合的做法进行考
察，汲取了一些好的经验。在此
次提案中，结合吴江实际进行了
整理，希望可以为吴江产教融合
发展贡献力量。”
产教融合是指职业学校根据所
设专业，积极开办专业产业，把产
业与教学密切结合起来，相互支
持，相互促进，把学校办成集人才
培养、科学研究、科技服务于一体
的产业性经营实体，形成学校与企
业浑然一体的办学模式。
“近年来，吴江教育发展变化很
快。去年，苏州大学未来校区签约
吴江，它的落户填补了吴江在高等
院校方面的空白，也为吴江未来的
创新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支持。”覃晓
康说，他希望通过两会，为吴江的
教育建言献策，助力吴江教育事业
高质量发展。
本版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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