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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融媒记者刘立
平）国庆长假，高速公路对
7 座及以下小客车免费放
行。据统计，苏嘉杭高速吴
江、吴江南、盛泽三个收费
站，在7天假期里，共免费
放行小客车301393辆次。

G1522苏州段 （苏嘉杭
高速）作为省内最繁忙的高
速路段之一，每逢节假日都
会出现拥堵情况。省高速公
路联网中心官博显示，苏嘉
杭高速的第一轮高峰期，是
从 9 月 30 日下午开始的，
因车流量大，晚上7点 42
分关闭了吴江、吴江南、黎

里等收费站双向入口，晚上
10点多又关闭了盛泽收费
站双向入口。直到10月 1
日凌晨，上述收费站才陆续
开通。

期间，10月 4日遭遇
了雾天，苏嘉杭高速在早上
近7点时，关闭了从吴中至
盛泽的双向入口，1个小时
后恢复开通。6日早上近6
点时，苏嘉杭高速由常熟往
杭州方向，在离盛泽收费站
4公里的地方，发生了一起
交通事故，导致交通单向中
断。3个小时后，事故处理
完毕，道路逐渐恢复通行。

节日末段的高峰期，从
7日的晚上9点开始，一直
延续到第二天的凌晨1点。

整个长假里，苏嘉杭高
速的车流量都比较大，尤其
是往北的苏通大桥，几乎每
天都会出现拥堵。超大的车
流量，加上雨水、大雾，导
致路上的交通事故不断。
据交警部门统计，节日期
间高速上的交通事故以碰
擦为主，不过每次事故都
影响了道路通行，其中造
成拥堵时间较长的一起事
故，发生在6日清晨的苏嘉
杭高速上。

高速通行总体平稳

三个收费站免费放行车辆30余万辆次

本报讯（钱佳杰 吴陈怡 见
习记者王凯悦） 10月 8日，记
者从区交通运输管理处和区公路
管理处了解到，国庆黄金周期
间，为满足不同乘客的出行需
求，全区道路旅客运输行业累计
投入1158辆各型客车，其中公
交车辆 928 辆，班线客车 183
辆，旅游包车36辆，定制客运
车辆17辆，运送旅客136.68万
人次。全区普通公路收费站7座
及以下小型客车免费通行29.5
万辆次，免收通行费 442.5 万
元，绿色通道免费放行1.08万
辆次，免收金额31.49万元。

公交客运方面，结合我区前
4 天出行平稳、5~6 日出行较
多、7日出行回落的客流特点，
公交系统共安排常规发班7.08
万班次、临时加开349班次，运
送旅客130.73万人次，较2018
年同期下降1.12%。为保障苏州
湾、同里、震泽、黎里等全区各

景点的旅游出行，方便乡镇居民
换乘轨道交通4号线，公交系统
重点优化了往返轨交4号线同里
站和同里汽车站的公交725路、
往返吴江黎里古镇和上海东方绿
舟的公交7618路、往返各镇和
松陵城区的6条公交专线，共计
加开354班次，运送乘客7.3万
人次。

班线客运方面，受私家车高
速免费通行政策以及高铁客运、
轨道交通的影响，全区班线客运
出行量持续减少，客运班线运送
旅客5.55万人次，较2018年同
期下降15.8%，现有客流主要流
向为苏北、上海、杭州等中短
途方向。近年来，居民日常出
行方式不断多样化、便捷化，
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包车及定
制客运的出行方式，国庆期
间，全区包车及定制客运累计
运送旅客0.53 万人次，同比去
年增长17.8%。

国庆长假吴江道路客运运送旅客136.68万人次

包车及定制客运成出行新宠

本报讯（融媒记者宗芸）
明天上午，区卫健委和区爱健
办联合主办的大型主题义诊将
在旗袍小镇广场举行，有需要
的市民可直接前往参与。

10月是“国际健康城市
月”，同时，10月8日是第22
个“全国高血压日”，宣传主题
是“18岁以上知晓血压”，10
月10日是第28个“世界精神
卫生日”，宣传主题是“心理健

康社会和谐，我行动”。此次大
型义诊将充分结合健康主题宣
传，由区健教中心联合苏州九
院、区红十字会、区疾控中
心、区血站、区妇计中心、区
精神康复医院和松陵卫生院等
单位，通过现场咨询、健康科
普等形式广泛传播高血压防治
知识和精神卫生、心理健康知
识，引导居民树立健康观念，
养成健康行为，在全区范围营

造利于高血压防治和健康向上
的社会心理氛围，切实提高居
民健康素养水平。

据悉，参加此次义诊的专
家有心血管科、消化内科、老
年科、肿瘤科、内分泌科、神
经内科、中医科、肝胆外科、
骨科、甲乳外科等高资医师，
药剂科的主管药师以及护理人
员，他们将为现场居民提供面
对面的健康咨询服务。

吴江将举行大型主题义诊
市民可前往旗袍小镇参加

本报讯 （见习记者王凯
悦）近日，震泽镇召开“十大
工程”动员部署推进会，按照
区委区政府打造“创新湖
区”、建设“乐居之城”的总
体要求，进一步推动全镇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

“强富美高”新震泽。
会议指出，实施“十大工

程”是发展所需、群众所盼、
职责所系，“十大工程”具体

为：经济提质工程、丝绸振兴
工程、田园乡村工程、古镇活
力工程、交通畅行工程、医教
惠民工程、 塘新貌工程、清
水靓河工程、群众喜乐工程、
队伍强基工程。

会议提出，实施“十大工
程”是为地方谋发展、为群众
谋幸福，体现了为民理念、梳
理了工作思路、凝聚了强大动
力。“十大工程”的特点是主

动接受挑战、紧贴震泽实际、
坚持系统思维、体现鲜明导
向。在落实过程中，要做到务
求实效、团结协作、只争朝
夕、勤俭节约。

会议强调，此次“十大工
程”要找好开展工作的“小切
口”，推进“大工程”的整体
实施，以日积月累的小成效推
动大变局，真正达到“一子落
而满盘活”的效果。

以“小切口”推进“大工程”
震泽镇召开“十大工程”动员部署推进会

本报讯（融媒记者颜贝贝）
近日，区污防攻坚办工作人员来
到震泽镇新幸村，查看环境问题
整改情况。

前期曝光中，工作人员在新
幸村发现了一家废丝加工作坊，
作坊内外都堆放了大量废丝原材
料与成品丝块。一走进加工车间
便能听到加工设备的“轰轰轰”
作业声和脱水机器的“嗡嗡嗡”
旋转声。车间内，几个工人分工
明确，分别负责废丝搬运、废丝
梳理、废丝加工、废丝甩干、废
丝压块等，由于没有任何处理装
置，整个车间内都飘散着大量丝
絮。

现在，记者看到，整个废丝
加工作坊已经完成整改，废丝原
材料与成品丝块已全部被清运，
加工设备也已全部被清运，废丝
加工作坊所在的建筑已全部拆
除，变成了一片平地。

“之前，这里是一个废丝加
工作坊，生产过程直排废水与粉
尘，严重污染周边生态环境。曝
光后，我们立即行动，确认该作
坊属于‘散乱污’作坊，便采取

‘两断三清’措施，并拆除了作
坊所在的建筑，避免‘散乱污’
现象死灰复燃。”新幸村村委会
主任沈国东告诉记者，接下来，
他们将对该地块进行复垦复绿。

区污防攻坚办回访震泽

废丝加工作坊被整体拆除

本报讯 （融媒记者胡永
昌） 记者从区应急管理局获
悉，刚刚过去的国庆长假期
间，我区未发生亡人和其他有
影响的事故，全区安全生产形
势总体平稳。

为了给庆祝新中国成立70
周年营造良好的安全环境，节日
到来前，全区应急管理部门纷纷
组建了专项检查小组，对辖区内
重点监管企业进行全面的安全生
产专项检查，一方面突出检查粉
尘涉爆、存在有限空间作业、机
械铸造等重点工矿商贸企业，严
查整治厂房审批情况、双方资质
情况、出租情况、承租情况、责
任义务明确情况等六个方面的突
出问题，另一方面检查重点监管
的危险化工工艺、构成重大危险
源等化工（危化品）企业，督促
企业制订完善的开停工方案和领
导带班制度，加强值班值守和日

常巡查，设备设施存在重大隐患
的一律停止使用，严格管控重大
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国庆期间，区应急管理局每天始
终保持2名局领导和4名值班员
全时在岗在位，确保值班值守规
范，信息传达通畅，与此同时，
各中队至少安排一天时间，对辖
区内重点监管企业节日期间的值
班值守、应急管理和安全生产情
况开展明察暗访。据了解，节日
期间，区应急管理局共出动执法
车辆48辆次，执法人员200余
人次，排查安全隐患28处，现
场整改11处。

另外，国庆假期的前期，恰
逢今年第18号台风“米娜”经
过，我区启动防御台风蓝色预
警，区应急管理局4个执法中
队、危化科和基础科及时通知企
业做好抗击台风的各项准备工
作，防患于未然。

加强值守 防患未然
国庆期间吴江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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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8日，苏信学院举行2019级学生军训动员大会，1900余名新生集结在操场并庄严宣
誓。图为新生在教官指导下开展训练。 （史韫倩文 吴斌摄）

（上接01版）增强政治性、思想
性、行动性。其次，要在协同意
识上再深化。一体化是长三角区
域的一体化，示范区是青吴嘉三
地共同建设的示范区，要从内心
深处牢固树立区域“一盘棋”意
识，在共同做大示范区“蛋糕”
中分得吴江更大的红利。第三，
要在发展思路上再拓宽。

王庆华强调，要抓行动，在
求“快”中提升发展质效。蓝书
记在讲话中，以“推动高质量发
展快上新台阶”为吴江发展定下
了目标。怎么理解这个“快”
字，如何实现这个“快”字，在推
动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
范区、标杆区、样板区这个新台阶
上吴江要突出“快”：谋划部署要

“快”，工作节奏要“快”，改革集成
要“快”，突破症结要“快”。

王庆华强调，要抓关键，在
求“融”中打造发展标杆。作为
全省和全市融入长三角一体化的

“第一线”，吴江的同志是融入长
三角一体化的“先遣队”，要推
动规划编制相“融”，推动产业
发展相“融”，推动生态治理相

“融”，推动公共服务相“融”。
王庆华要求，要抓服务，在求

“优”中强化发展保障。推动高质

量发展快上新台阶，需要我们立
足自身优势，强化主动服务意识，
要优化资源配置。坚定不移持续
深入开展“三治”“三优三保”，创
造新的发展空间，同时在“双招双
引”、项目建设上突出优质高端，
项目为王、人才为先。要优化营商
环境，认真落实刚出台的《吴江区
聚焦企业关切进一步优化营商环
境实施方案》，对民营企业需求的

“回声”，高过企业反映问题困难
的“呼声”，构建“清”上加“亲”的
良好政商交往模式，坦荡真诚地
同企业交往，服务企业要进一步
落实“四个主动”，执法要容错纠
错，理直气壮地为民营经济发展
提供服务，要优化干事氛围，走出

“舒适区”、走出“安逸区”，不断提
升党员干部的精气神。

李铭就贯彻落实会议精神提
出要求，要抢抓一体化机遇，在

“融”字上下功夫；要聚焦高质量
发展导向，在“快”字上下功夫；要
持续推进民营经济优势，在“强”
字上下功夫；要聚力民生事业，在

“好”字上下功夫。
各区镇、街道和区发改委、科

技局、工信局、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农业农村局、商务局、生态环
境局主要负责人在会上发言。

为高质量发展快上新台阶交出满意答卷

吴江位列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区第八
（上接01版）同比增长6.8%；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118.2亿元，同
比增长9.3%；完成工业总产值
2265亿元，其中规模以上工业
总产值1700.8亿元，同比分别
增长0.8%、1.4%；完成全社会
固定资产投资319.6亿元，同比
增长10.2%；实现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 280.7 亿元，同比增长
4.8%；完成进出口总额101.6亿
美元，实际利用外资 2.1 亿美
元。

依据新发展理念和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要求，中小城市发展指
数研究体系从综合实力、绿色发
展、投资潜力、科技创新和新型
城镇化质量等五个维度，系统、

全面显示我国中小城市发展状
况。通过查阅榜单，记者发现，
除了位列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区第
八外，吴江还分别位列2019年
度全国绿色发展百强区第七、
2019年度全国投资潜力百强区
第六、2019年度全国科技创新
百强区第九、2019年度全国新
型城镇化质量百强区第九。

此外，在2019年度全国综
合实力千强镇榜单中，吴江所辖
的8个镇同样成绩斐然，其中盛
泽镇位列第九，原同里镇位列第
十一，原松陵镇位列第十三，黎
里镇位列第二十八，其余平望、
震泽、七都、桃源四镇也均在
340位之内。

（上接 01 版） 深耕本土优质资
源，同时融合长三角地区特色美
食和印江特产。

联展现场，所有的参展商将
分成吴江各乡镇美食、非遗美食、
长三角及印江美食三大区域。盛
泽烧卖、黎里辣脚、平望糕点……
吴江本地美食一应俱全的同时，
印江干货特产、老上海传统糕点
洋酥饼、嘉善与青浦特色小吃等产

品也将为此次美食节增彩添色。
活动当天，现场还将搭建临

时小舞台，播放全区及各地形象
宣传片，并由区公文中心、各区
镇文体站安排特色节目表演进行
助兴，表演时间为每晚7时到8
时。此外，吴江博物馆馆藏精品
图片展、运河宴图片展等也将同
时进行，展现本次活动的文旅融
合特色。

美食小吃展11日启幕

（上接01版）新时代文明实践志
愿者查金芳正在该路口开展交通
劝导服务，突然一辆电动车在路
口拐弯时与一辆小轿车碰擦，骑
电动车的年轻女子摔倒在地，脚
部流血不止。查金芳立即和其他
志愿者一起把伤者扶到路边，并
取出自己车里的急救包，为伤者
作简单包扎，受到惊吓的伤者回
过神来，不住地向志愿者们道谢。

查金芳是吴江开发区的一名
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也是

“我为城市添光彩”新时代文明

实践志愿服务行动中的一员，在
此次行动中，她认真做好每一次
志愿服务，助力文明城市建设。

志愿服务让城市更温暖。记
者从区文明办获悉，这次行动原
定持续至8月16日，然而时至
今日，不少机关部门的“小红
帽”依然在持续志愿服务，温暖
的故事还在不断涌现。

据统计，截至 10 月 8 日，
吴江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共
250514人，且人数还在不断增
长。

志愿服务让城市更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