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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人居品质新高地，就要不断满足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人民住得舒
心，干得顺心，过得放心。

近年来，吴江主动融入长三角区域一
体化发展，区域合作持续加强；不断优化

“1+2+4”城镇空间布局，基础设施建设
加快；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水平在全

国281个示范区中名列第二，乡村振兴纵
深推进；全力整改中央环保督察“回头
看”反馈问题，专项整改坚决有力，治污
防污行动成效明显。

2018 年，吴江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
准提高至 945 元/月，城乡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达 52592 元；深化教育综合改革，

北部、南部、中部健康医疗集团揭牌成
立，城乡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更加完善，残
疾人社保实现全覆盖；基本实现“721”
工作目标，社会大局保持稳定，这一切都
为吴江全力打造人居品质新高地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下转03版）

全力打造人居品质新高地
——五论学习贯彻落实吴江区两会精神

本报评论员

本报讯（记者史韫倩）16日
下午，省总工会副主席邓建军
一行来到吴江走访慰问困难职
工，在新春佳节即将到来之际，
为困难职工送上节日的慰问，
祝愿他们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
节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
总工会主席温祥华陪同走访。

家住太湖新城（松陵镇）
太湖小区的金金虎曾在1976
年获评省级劳模，如今，他自

己患鼻咽癌，妻子患乳腺癌，医
药费负担较大。邓建军一行与金
金虎亲切地交流，详细询问他与
妻子的生活情况、家庭情况、身
体情况以及收入来源，了解他们
2018年收支情况和目前生活中
遇到的困难。鼓励他们坚定脱贫
致富的信心和增强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保持乐观向上的生活态
度，通过自身的努力和政府的政
策帮助， （下转03版）

省总工会领导来吴江慰问困难职工

积极面对生活努力克服困难

本报讯 （记者黄明娟） 1 月 15日，
经国务院批准，中国组织人事报网站发
布 2018 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人
员名单。我区非公领域陈伟、孙勤良2
人上榜。这是近 24年来，吴江自主培
养的人才再次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
贴。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务院对于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和高
技能人才的一种奖励制度，获得者被称为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此次上榜的两位吴江专家中，陈伟来
自江苏亨通光纤科技有限公司，从事光
纤技术研究与开发17年，曾获省“双创
人才”、省“双创团队”领衔人、省“六
大人才高峰”、省有突出贡献专家等荣
誉。

在亨通光纤，陈伟组建技术团队进行
研发创新，组织并推动特种光纤MC-
CVD装备技术与工艺技术开发，构建
省、市级的新型光纤研发机构，成功申请

“江苏省新型光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并

进入“国家信息光电子创新中心”。此
外，其参与制定国家标准5项、行业标准
6项，获得发明专利16项、实用新型专
利14项。

孙勤良来自通鼎互联信息股份有限公
司，长期从事生产一线的技术革新，曾获
全国技术能手、江苏大工匠、江苏省有突
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江苏省有突出贡献技
师等荣誉。

孙勤良主持多项智能制造建设项目与
设备研发和技改项目，其中3个项目获评

“江苏省智能制造示范车间”，1个项目被
列入2017年度国家工信部“智能制造试
点示范项目”；其主持的国家火炬项目

“分布式光纤传感系统”填补了国内技术
空白。

据介绍，2018年国务院政府特殊津
贴专家选拔工作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重大
工程、重大项目，聚焦人工智能、大数据
等产业和行业。据统计，加上陈伟、孙勤
良两位专家，我区已培养、引进享受国务
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27名。

吴江2名专家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累计培养引进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27人

本报讯（记者史韫倩）戴
上一次性手套，把染发剂泡泡
挤到手心里，在头发上揉搓，
片刻后用清水冲洗干净，一头
白发就变成了黑发，留色期可

达一个月。这款染发像洗头一
样简单的染发剂就是江苏美爱
斯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美爱斯”）新研发的染发
摩丝泡泡手染产品。目前，这款

染发剂已进入包装设计阶段，
预计今年3月份就将面市。

“染发摩丝泡泡手染产品是
国内领先的手染式的染发剂，它
无氨味无刺激，对人体没有伤
害，而且颜色丰富，可以满足不
同消费者对发色的需求。”美爱
斯董事长孙金明告诉记者，为
此，企业投入了近300万元，与

韩国知名研发机构合作，经过2
年的努力，为消费者找到了既方
便又安全的新型染发产品。

染发摩丝泡泡手染产品属
于特殊用途的化妆品，研发的门
槛很高，对于生产的要求也很
高。为此，美爱斯特意建设了一
个全自动智能化车间，用于生产
泡泡手染产品。 （下转03版）

3年投入1000万元研发新品超过100种

美爱斯手染式染发剂3月面市

本报讯（记者徐东升）昨天
下午，区人大常委会部分组成
人员和相关同志组成视察组，
视察太湖围网拆除情况。视察
人员指出，区镇和相关部门领
导干部的担当作为和广大渔民
的贡献协力维护了“太湖美”。
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沈金明，副
主任王悦、吴卫中等参加视察。
副区长汤卫明等陪同视察。

视察组先后视察了太湖戗

港围网拆除现场、浦江源太湖蟹
生态养殖示范区养殖尾水生态处
理工程、庙港水源地整治工程
等。视察座谈会上，区农委主任
汝少峰汇报了全区太湖围网拆除
工作推进情况，区人大常委会农
业农村工委主任沈卫良结合前期
调研提出了意见和建议。汤卫明
在会上表示，要紧盯目标不放
松，不折不扣完成围网拆除任
务； （下转03版）

干群协力维护“太湖美”
区人大常委会视察太湖围网拆除情况

据中国江苏网 昨天下
午，江苏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二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
体会议，大会圆满完成各项议
程后，在南京胜利闭幕。省委
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娄勤
俭主持会议并讲话。

大会表决通过了江苏省第
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
议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
关于江苏省2018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的决议，关于江苏省

2018年预算执行情况与2019年
预算的决议，关于江苏省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
议，关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工
作报告的决议，关于江苏省人民
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娄勤俭在大会闭幕前讲了
话。他说，江苏省第十三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经过全体
代表的共同努力，圆满完成各项
议程。这是一次民主团结、求真
务实、开拓奋进的大会。新的一
年，目标任务已经确定，关键就
在落实。 （下转03版）

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闭幕

□ 关注江苏两会

今起气温回升
周六有弱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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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婷）昨天上午，在
北京召开的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
吴江法院被授予“全国优秀法院”称
号。此次评选，全国共85家法院受表
彰，全省仅3家法院获此殊荣，这也是
吴江法院建院以来获得的最高荣誉。

一个基层法院，如何能获得“国字
号”荣誉？吴江法院院长陈晓君认为，
主要呈现审判质效更优、执行攻坚更
强、破产审判更专业三大亮点。

2016年至2018年，吴江法院审执
结案件97021件，年均超3万件，且逐年

创新高。在堆积如山的案件中，如何提升
审判质效？吴江法院自有“一套”。

首先是搭建43个专业审判团队，
组建跨部门合议庭，建立院庭两级多层
次、跨领域法官会议制度，稳推审判权
运行机制改革。其次是案件细化归类，
建立全领域繁简分流机制，实行“简案
快办、繁案精办”。该机制的有效运
行，让吴江法院被省高院确定为全省法
院繁简分流机制改革示范法院。

在加快办案节奏的同时，吴江法院
借力科技手段，推进电子卷宗深度应

用，全面普及语音速录，自主设计文书
模板，一键生成简易判决，智能追踪财
产处置，全方位打造智慧法院吴江升级
版，让审判质效驶入“快速道”。

在执行攻坚方面，吴江法院精准找
到出路，冲破执行难关，率先在全省设
立独立编制的执行指挥中心，实现一站
式平台、实体化运作；以执行方法标准
化助力攻坚克难，提炼“执转破”的

“吴江经验”，总结“唯一住房”标准化
执行“五步战法”，创新“互联网+”
执行新模式。打造“七化”司法网拍金

字招牌，全年成交51.54亿元，保持全省
首位，全国领先。

“‘执转破’是吴江法院近年来工作
最大亮点，打造了新型执行模式的‘吴江
样本’。”陈晓君表示。2018年11月，最
高人民法院选编汇集15家法院在“基本
解决执行难”工作中的改革创新和经验做
法，吴江法院的“精准发力执转破，助推
解决执行难”案例成功入选。

近年来，吴江法院精准发力“执转
破”，2016年9月在全省率先设立清算与
破产审判庭， （下转03版）

三大亮点铸就“国字号”荣誉

吴江法院荣膺“全国优秀法院”称号

根 据 区 委 统 一 部 署 ，
2018 年 7 月 4 日至 8 月 14
日，区委第三巡察组进驻区住
建局党委开展了巡察。巡察期
间，第三巡察组对该局进行了
一次全面深入的“巡察体
检”，实事求是反馈了问题，

并提出了意见建议。
接到反馈后，区住建局党委

高度重视，立即成立整改工作领
导小组，制订整改方案，并多次召
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明确任务、
细化举措、落实责任，扎实推进
各项整改工作。

根据巡察整改方案，区住建
局主动做好四项工作：发挥党委
领导核心作用，推动重点工作落
实；夯实党建基础，（下转03版）

抓住重点 四措并举
——区住建局党委扎实推进巡察整改

本报记者 章政英

国办印发《国家组织药品

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方案》

明显降低药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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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评论员：

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二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中央政法工作会议重要讲话

冻肉走私
现新套路

“蚂蚁搬家”超低价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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