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向非盟首脑会议致贺电
2019年2月
农历己亥年正月初七

11日

新华社北京 2 月 10 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10
日致电祝贺非洲联盟第 32 届首脑会议在亚的斯
亚贝巴召开。
习近平指出，非洲联盟是非洲联合自强的旗
帜。去年以来，在非洲联盟引领下，非洲一体化
进程取得重大进展，非洲国家在重要国际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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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全区企业家的一封信引发强烈反响
委、区政府积极营造全社会尊重企业家、关心
企业家、爱护企业家的浓厚氛围，全力打造良
好的市场环境、营商环境、政策环境和法治环
境，助力广大企业发展并走向更加广阔舞台，
还为大力支持民企发展壮大提出了一系列实实
在在的利好举措，有利于吴江加快产业结构升
级，也有助于吴江加快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

更有利于吴江紧抓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
为国家战略的历史性机遇。企业家纷纷用“底
气更足”
“更有信心”
“干劲更大”等词句抒发
感想。
（下转 06 版）

相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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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黄金周商贸市场销售火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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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商业综合体完胜传统商超
本报讯 （记者徐东升） 昨天是春节长
假的最后一天。下午 3 点，万宝财富商业
广场三楼依然人山人海，好人民间小吃附
近各商家店内的顾客挨挨挤挤，万宝财富
商业广场总经理陈杰带领 30 多人的团队
加班，负责在广场维持秩序、指挥停车，

还嫌人不够用，直呼是不是外出过年的人都
赶回来了。
据区商务局统计，2019 年春节黄金周
期间，全区商贸市场商品供应充足、销售火
爆，特别是大型商业综合体表现突出，完胜
传统商场、超市。根据市场监测样本各企业

报送的数据，2 月 3 日~9 日，纳入商务部和
区商务局重点流通企业监测企业的 12 家商
场、超市、家电卖场等重点商贸流通企业都
取得不俗业绩，万宝、吾悦、万亚等商业综
合体客流量大，餐饮、影院等异常火爆，其
中万宝财富商业广场 7 日实现销售 1559 万

本报记者 史韫倩

让民营经济创造活力充分迸发，为吴江推进
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提供强大动能，也让大
家充分感受到区委、区政府支持企业发展的
鲜明态度，民营企业发展新的春天来了。
企业家普遍认为，致全区企业家的一封
信鼓舞人心、催人奋进，让民营企业家充满
了信心。对民营经济活跃的吴江来说，区

元，同比增长 18%；万亚购物中心实现销
售 339 万元，同比增长 13%；吾悦广场实现
销售 1025 万元，同比略有增长。
春节长假后期天气不太好，去哪里休
闲、消费最好？当然是大型商业综合体。这
里不仅可以购物，
（下转 03 版）

猪年春节旅游市场万事“配齐”

吴江 7 天接待游客 49.14 万人次
本报讯 （见习记者李裕强） 春节黄金
周刚刚过去，从年初一的艳阳高照到年初
三的雨雪霏霏，不同的天气有不同的景
致，市民、游客按捺不住欣赏美景的心
情，纷纷出门感受吴江新年的别样风味。
锣鼓喧天、曲乐悠扬，吴江的各个古镇、
景点游人如织，欢笑声、吵闹声，汇成美
妙的新春序曲。昨天，记者从区文体广电
和旅游局获悉，2 月 4 日~10 日，全区景
区景点共接待游客 49.14 万人次。
在春节黄金周期间，吴江各个古镇用
红色装点出新春的喜庆氛围。同时，各个
古镇组织了很多春节活动，增添年节氛
围。
2 月 9 日，记者来到震泽古镇。古镇
入口处，原本曲径通幽的石板路上都是行
人，站在人流中心，抬眼被个高的游人挡
住了视线，甚至看不到不远处的慈云寺
塔。适逢年初五迎财神，古镇上演了一场
别开生面的年度大戏——“走财路请财
神”，古镇的师俭堂第二、三两进之间宅
内所含的街道铺设了数百米长的财路，寓
意前路开阔，接纳八方财气。五路财神手
持元宝，在古镇张灯结彩的街道上巡游，
与市民、游客一同迎福运，聚才气。
（下转 03 版）
图为春节期间，同里古镇进行了舞
龙、乐器、戏曲等民俗表演，让游客在欣
赏美景的同时，也能享受具有地方特色的
文化大餐。
（吴斌摄）

本周将持续阴雨天气
市民出行请注意安全
本报讯 （记者蔡铭越） 刚刚过去的春节长假期
间，吴江迎来了阳光、雨雪、升温、降温等多变的
天气，其中 6 日的最高气温更是达到了 17.6℃，颇
有小阳春的感觉；而除夕当天还是二十四节气中的
第一个节气，立春。记者昨天从区气象台获悉，未
来一周吴江将持续阴雨天气，且冷空气来袭，气温
偏低。
最新的气象资料显示，预计今天白天阴到多
云，夜里阴转小雨；接下来的四天都有小到中雨，
16 日阴有小雨，17 日又将是小雨转中雨。气温方
面，今明两日最低气温较低，仅 1~2℃；受暖湿气
流增强影响，15 日前气温略升，日最高气温在 8~
9℃；15 日后受冷空气影响，气温有所下降，预计
本周最低气温 0~1℃，出现在 11 日早晨。
区气象台提醒，接下来的日子依旧是返程高
峰，市民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出门请提前备好雨
具，添衣保暖。

新春走基层
记者过大年
好戏不断 民俗亮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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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江年味文化活动精彩纷呈

为了别人的年

本报讯 （记者高琛）“烟花喜耀引韶
光，新亥开春启百祥。”大年初一，吴江
诗协发布了一组原创的吟春诗词，以喜气
洋洋的诗词佳句向吴江市民贺新春、拜大

年。同日，由吴江太湖文化节指导委员会办
公室主办的我们的节日·春节——吴江“百
姓戏台天天乐”文化惠民活动在区公共文化
艺术中心一楼大厅拉开序幕。此外，在春节

期间，吴江的各个古镇也纷纷唱起文化大
戏，给老百姓送去了精彩纷呈的文化活动。
年初一至年初三，区公共文化艺术中心
内人流如织，掌声不断，数百个红灯笼高高

挂起，营造了节日的喜庆氛围；戏台上曲艺
交替，弦歌不断，更不乏多才多艺的市民上
台秀嗓；灯谜展板前，更是人头攒动，
（下转 03 版）

春节全区客运市场平稳有序

春节假期社会治安稳定

预计“送客”78.36 万人次

违法犯罪警情同比下降超 20%

本报讯 （记者高琛） 昨天，记者从区
交通运输管理处获悉，春节 7 天假期全区
道路旅客运输行业共投入 1203 辆各型客

车，累计发送 70184 班次，预计运送旅
客 78.36 万人次，同比下降 8.1%。
（下转 03 版）

本报讯 （记者张婷） 昨天，记者从区
公安局获悉，
春节期间，
我区未发生重特大
刑事案件，
社会治安形势总体平稳可控。

他们忙碌在岗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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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合月”亮相夜空
“星月童话”扮靓天宇

110 指挥中心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10 日
下午 1 点，七天假期，我区共接报各类有效
警情 1846 起，
（下转 0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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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项目预计带来超 亿元销售

本报记者 王炜

“ 我 们 从 2015 年
开始准备的项目，
‘四年磨一剑’，近期
终于收获了成果，获
得了江苏省科技成果
转化专项资金立项项
目的荣誉，这是对我
们科技创新成果最好
的 肯 定 。” 近 日 ， 苏
州太湖电工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
称“太湖股份”） 技
术研发中心主任吴斌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言语中难掩骄傲和自
豪。
太湖股份的 《大
型风电/核电电机用高
性能纳米复合绝缘材
料研发及产业化》 项
目，其产品的产业化
将突破我国传统绝缘
材料无法满足大型风
电、核电电机绝缘要
求的技术瓶颈，全面
提升我国高性能绝缘
材料的国际竞争力，
促进我国高端电机绝
缘技术的革新，打破
该类产品长期以来被
国外垄断的局面。该
项目将在未来三年
内，为企业带来超过
3 亿元的销售收入。
2018 年，对太湖
股份而言是一个丰收的年份：不仅全年销售额高达
3.8 亿元，企业还再次迎来了 3 名博士同时进站开题
的盛况。
“ 上 一 次 3 名 博 士 同 时 进 站 开 题 还 是 在 2016
年，2018 年我们再次迎来了 3 名博士同时进站开
题，这是非常罕见的事情。”
（下转 06 版）

太湖股份﹃四年磨一剑﹄

“民营经济发展的又一个春天来了”
“抓住每一个机遇 期待再一次腾飞”。
区委、区政府致全区企业家的一封信连日来
在我区企业家中引发强烈反响，企业家纷纷
表示，读完这封信后，如沐甘霖，深受鼓
舞，这表明吴江党委、政府对企业的关注度
越来越高，将千方百计为企业发展壮大创造
良好环境，让民营经济创新源泉充分涌流，

问题上继续一致发声，非洲国际影响不断提升。我
对此表示热烈祝贺，衷心祝愿非洲联盟团结带领非
洲国家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
习近平强调，去年 9 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
取得巨大成功，
我同非洲国家和非洲联盟领导人共襄
盛举，
为中非关系发展谋划蓝图。
（下转 0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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