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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寒武纪之秘新宝藏出土

同心协力答好
“创文”这张考卷

中国科学家发现寒武纪“化石宝库”清江生物群
>>06

—— 一论推进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
本报评论员

文明是城市之魂。消防员
刘磊危急时刻跳水救人，用生
命书写了责任担当，有人说，
因为有了刘磊这样的英雄，生
活在吴江是幸福的。

吴江自古便是文明厚积之
地。在城市的各种评比中，全
国文明城市是含金量最高、竞
争最激烈的一块“金字招
牌 ”。 它 不 仅 是 城 市 管 理 能

力、综合竞争能力和持续发展
潜力的综合体现，也是城市形
象、发展水平和市民素质的全
面反映。想要拿到全国文明城
市这个招牌非常不容易，是一
个城市多年发展的积累，也是
所有市民共同参与的结果。
创建文明城市不是少数部
门、少数人的事情，是全区上
下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也是

重大机遇。全国各地的创建经验
表明，通过推进创建文明城市，
不仅有利于完善城市基础设施，
提升城市管理水平，还有利于提
高市民文明素质，展现良好的城
市形象，更有利于提升城市品位
和综合竞争力。创建之利显而易
见，既惠及城市治理，更惠及民
生。
对生活在吴江的每一位市民

来说，创建文明城市是大家共同
面临的一张考卷。答得到位不到
位、考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到城
市的荣誉，也关乎每个人的幸福
感。全国文明城市并不是“终身
制”的，三年一个周期，若在文
明城市测评中掉了队，这块“金
字招牌”就会被撤销。国内一些
城市，包括省会城市，就有被摘
牌过。
（下转 02 版）

村级“微自治”促进省界“大和谐”
汾湖创新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基层治理经验
本报记者 陈晓思思

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过
程中，江浙沪毗邻地区自发形成
了“工作联盟”，在边界共管共
治方面创造出有效可行的基层经
验。

边界问题 共同认领
前段时间，汾湖高新区 （黎

里镇） 汾湖湾村村委会收到了一
张“汾湖高新区河长制工作交办
单”，交办单显示：“2019 年 2
月 20 日，吴江区河道处在巡查
中发现，汾湖湾村芦墟塘河面有
行水障碍物和垃圾漂浮现象”，
要求村委会及时处理。该村委会
相关工作人员收到交办单后，第
一时间认真巡查确认，发现所属

河面并非本村范围。
为了及时快速清理河道障碍
物和垃圾，汾湖湾村党总支书记
沈晓华想到了前期建立的区域联
盟微信群。他将交办单的内容发
到了微信群，并提醒汾湖芦东
村，嘉善县陶庄镇湖滨村、西塘
镇鸦鹊村的相关负责人协同确认
位置。没过多久，“联盟”单位

芦东村巡查反馈，这一河面属于
芦东村范围。确认了位置后，芦
东村当天就展开了河道清理。
一个微信群，方便了跨省毗
邻村的日常工作；一个“联盟”，
也能及时解决农村河道管理、社
会治理等方面的实际问题。“搭建
及时沟通联络的平台，举动虽
小，
（下转 02 版）

跑步健身 助力公益
会就捐出 100 元的公益资金。活动
的第一至第三名，区青商会将代表
他 们 分 别 捐 出 1000 元 、 800 元 和
600 元。
经过激烈角逐，区公安局民警
任祖武第一个冲过终点，来自中国
人民银行吴江支行和区法院的工作
人员分获二、三名。
任祖武说，能够参加这一活
动，自己非常高兴。主办方相关负
责人表示，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让
更多吴江青年知道区青商会的公益
活动，吸引他们一同参与公益活动。

公益跑活动现场。
公益跑活动现场
。（沈卓琪
沈卓琪摄
摄）

一湾水，两地情

吴江日报社出版

视的，正是引滦入津工程的起
点。
西流的滦水，就是一座流动
的丰碑。

社址：吴江区笠泽路 15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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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地处九河下梢、渤海之
滨。上世纪 70 年代，天津城市
生活和工农业用水不足现象日益
突出。由于超量抽取地下水，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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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根良荣膺
“全国慈善会爱心企业家”
为江苏唯一获此殊荣的企业家
本 报 讯 （记 者 王 炜） 近
日，中华慈善总会组织召开
2018 年度全国慈善会基层慈
善工作者感人事迹和爱心企
业、爱心企业家先进事迹评选
宣传活动。经评审委员会严格
审核，亨通集团董事局主席、
党委书记崔根良被评为“全国
慈善会爱心企业家”，这是江
苏唯一获此殊荣的企业家。
崔根良是中国光彩事业促
进会常务理事、江苏省光彩事
业促进会副会长、江苏光彩事
业基金会理事长。公益慈善事
业是崔根良一生的事业追求。

他先后获得全国时代楷模、全国
劳动模范、全国道德模范 （提名
奖）、全国非公经济人士优秀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全国脱
贫攻坚奉献奖、中国光彩事业
20 周年突出贡献奖、中华慈善
奖 （第 6、7、8、10 届）、中国
十大慈善家等荣誉称号。
此次评选宣传活动旨在弘扬
慈善理念和奉献精神，
进一步增进
公众对慈善会基层工作者的了解，
宣传为慈善事业捐款和作出贡献
的企业的先进事迹，
彰显慈善工作
者的无私奉献精神和乐于投身慈
善事业的企业的社会责任感。

2 名工人可年产 1 亿块砖

“引滦入津”
：一座流动的丰碑
新华社天津 4 月 14 日电 河
北省唐山市迁西县，有一尊 10
余米高的白色纪念碑，一名战士
形象巍然而立，望着前方。他注

最高时速达到每小时约 304 公里

学林建材研发全自动砌块生产线

区青商会环东太湖公益跑开跑
本报讯 （记者沈卓琪） 昨天上
午，由团区委、区青商会主办的环
东太湖公益跑活动在东太湖生态园
举行。来自区青商会、区法院、
区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吴江支
行等机关单位的 150 余名青年共
同挥洒汗水，在跑步健身的同时
还可以帮助太湖新城片区的贫困
青年学子。
据了解，本次活动是区青商会
“百万公益基金项目”的第一场活
动。活动规定，每名选手在规定时
间内，按照要求完成比赛，区青商

世界最大飞机完成首飞

成大面积漏斗区，地面平均每年
以 80 毫米的惊人速度沉降。
用水最紧张时，市民只能喝
苦咸水。据介绍，当时天津甚至
制定了万不得已情况下，工业分
批停产和疏散城市人口的应急预
案。
1981 年 8 月 召 开 的 京 津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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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紧急会议上，国务院决定引黄
济津。豫鲁冀三省人民顾全大
局，立即响应。
但这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
题，只有可靠的地表水源才是最
好的出路，
“引滦入津”工程雏形
应运而生。
（下转 0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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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 （见 习 记 者 李 裕
强） 建筑垃圾一车车往加工车
间里运，再将码好的砖块一车
车运出，整个混凝土砌块加工
车间只需要 2 名工人，这是近
日记者在震泽镇的苏州学林建
材科技有限公司看到的一幕。
这条 2016 年 9 月正式投产的
全自动砌块生产线，年产 1 亿
块砖，从生产流程设计、控制
程序开发到安装调试运行等全
部工作均由学林建材公司团队
自主完成，具有高效率、高品
质、环保程度高、自动化程度
高等特点。
“我们从 2013 年开始走全
自动生产线技术研发之路，
2014 年组建生产设备研发团
队，致力于自主开发全自动混
凝土砌块生产线及产品码垛包
装系统。”学林建材总经理黄
学林介绍，传统设备的生产流
程，从原材料配料到搅拌、控
制成型、半成品养护再到成品
本版责编/费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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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场人工码砖、成品浇水养护、
成形机托板回收等工作，至少需
要 10 名员工连续高强度工作 10
个小时以上。而学林建材的这套
全自动砌块生产线，所有的工序
均在车间内完成，采用封闭式、
内循环的设计，中途无需人工干
预。整个生产过程只需要一人监
控生产线运行，一人负责运输，
大大提高了效率。
混凝土砌块生产是传统行
业，黄学林想方设法生产资源综
合利用产品，节约生产成本，提
升环保水平。“我们的混凝土砌
块产品以水泥为胶凝材料，以集
料为骨料，再根据产品抗压强度
等技术指标的要求来调整集
料。”黄学林介绍，企业通过创
新改进，努力变“废”为宝，将
原材料中的粗集料以建筑垃圾替
代，细集料以铸造企业废砂矿替
代，胶凝料以管桩企业下脚料水
泥浆替代，掺合料以粉煤灰替
代。
（下转 0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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