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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

“疫”不容辞 全力以“复”

青吴嘉“两新”书记论坛举行

全区深化河 （湖） 长制改革暨生态美丽河湖建设部署会召开
本报讯 （融媒记者王炜） 昨天上
午，全区深化河 （湖） 长制改革暨生态
美丽河湖建设部署会召开， 市政协副
主席、区委书记、区第一总河长王庆华
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和全面
推行河长制湖长制重要讲话指示精神，
深入践行新发展理念，深化河 （湖） 长
制八大任务工作，加快推进生态美丽河
湖建设，着力打造世界级“创新湖

区”，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动
能”，为加快推进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
化发展示范区建设、推动吴江高质量发
展快上新台阶打下坚实基础。区领导李
铭、李斌、王燕红、李卫珍、汤卫明、
戚振宇等出席会议。
王庆华对近年来我区推进河 （湖）
长制改革和生态美丽河湖建设工作取得
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要坚持
生态优先，凝聚绿色发展强大共识，必

须深刻认识这项工作是高水平全面建成 “创新湖区”要注重规划先行、注重示
小康社会的重要检验、是长三角一体化
范引领、注重统筹推进；要通过生态美
发展国家战略的使命担当、是系统提升
丽河湖建设，优化河湖水系，整合河湖
河湖治理整体成效的必由之路，要以打
资源，提升河湖品质，彰显河湖文化，
造生态美丽河湖为重点，不断把河（湖） 打造河湖经济 ，还百姓一个河 （湖）
长制改革推向深入，探索将生态优势转
畅、天蓝、水清、岸绿、气净、景美的
化为经济社会发展优势的路径模式。
生态居住环境，吸引更多的优质人才和
王庆华强调，要统筹综合施策，加
高端项目落户，释放生态美丽河湖的经
快生态美丽河湖建设。优美的生态既是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推动经济社会高质
百姓所盼，也是生产力，打造世界级
量发展。
（下转 02 版）

高质量推动乡村治理创新发展
苏州召开会议推进乡村文明建设 吴江设分会场收听收看
本报讯 （融媒记者张娴秋） 昨天，
苏州市加强乡村治理提升乡村文明水平
现场推进会召开。市委副书记朱民参加
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金
洁主持会议。现场推进会采用电视电话
会议的形式，区领导王燕红、刘伟在吴
江分会场收听收看。
朱民肯定了各地在乡村治理工作上

的经验做法，指出要以开展新时代文明实
践活动为抓手，紧密结合乡村治理、乡村
建设、乡风文明等工作，全面提升苏州乡
村文明建设水平，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乡村善治之路。要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
政治领导力和号召力，把党的领导贯穿乡
村治理全过程各方面。要提高村民自治的
组织化程度，通过农村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站的集聚效应，进一步完善村民代表
会议制度，实现议事协商的常态化开展，
以自治为“本”，推动乡村治理创新发
展。要健全农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加快
构建法治基础上的多元化人民调解机制，
强化乡村治理根本保障。
朱民强调，良好的村容村貌、舒适的
人居环境，是乡村治理的“头道关口”，

也是文明程度的“直观窗口”。要高起点
推进规划建设，高质量开展环境整治，全
力补好农村生态环境和农民居住环境短
板，打造乡村建设新风貌；同时高标准提
升公共服务，推动医疗资源向农村延伸，
推动养老服务向农村覆盖，让农村居民更
多更充分地享受改革发展成果。在强化思
想引领这条主线上，
（下转 02 版）

汾湖文体中心主体工程完工
预计今年底投入使用
本报讯 （融媒记者姚瑶） 近日，记者
在汾湖文体中心项目施工现场看到，该项目
的文化馆、体育馆主体工程以及外装幕墙工
作已经完成，目前正在进行室内装修和室外
附属工程的施工，整个项目预计于 2020 年
全部完成并投入使用。
汾湖文体中心项目位于汾湖高新区 （黎
里镇） 新友路西侧、沪苏浙高速南侧。记者
了解到，该项目在场馆的规划上，不仅突出
了汾湖的传统文化和体育特色，还结合了长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主题，建成
后将成为汾湖的标志性建筑。 （下转 02 版）

本报讯 （融媒记者周成瑜）
昨天下午，“疫”不容辞 全力以
“复”——青吴嘉基层党建联盟
之“两新”书记论坛举行，来自
三地各领域、各行业的“两新”
党组织书记代表以现场直播形
式，在线上交流探讨防疫复工经
验做法，群策群力助推三地企业
打好防疫复工组合拳。
过去一年，青浦、吴江、嘉善
三地紧紧围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国家战略布局，共同启动“青吴

嘉城区基层党建联盟”
，携手举办
书记论坛、知识竞赛、情景式党课
等活动，助力长三角一体化示范
区建设，
取得了一定的工作成效。
本次论坛上，上海沪工电焊
机制造有限公司、德尔集团、浙
江亿力清洁设备有限公司的党支
部相关负责人，分别介绍了各自
防疫复工的经验做法。吴江东太
湖度假区、青浦夏阳街道、嘉善
罗星街道相关负责人围绕主题，
（下转 03 版）

线上线下齐发力 人社送来“大礼包”

暖心培训服务企业用工

本报讯 （融媒记者邱纳） 昨
天下午，区人社局召开服务企业
用工培训会暨座谈会，鼓励受疫
情影响企业依法推行用工政策，
灵活安排工作时间，全力支持、
服务、指导受疫情影响的企业申
请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助
力企业复工复产。
培训会上，全区 21 家企业
的人事经理，现场聆听苏州专家
对 2020 年度受疫情影响企业综
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审批政策的解
读，区内 356 家企业通过视频直
播组织员工收听收看。

“综合计算工时”是眼下企
业关注的热点，也是人社部门服
务企业的重点。
“大家目前对实行综合计算
工时工作制审批的政策有何了
解？
”
“复工企业在恢复正常生产
秩序、安排工作时间的过程中遇
到哪些问题？”……专家抛出的
一连串提问，迅速引发企业线上
线下热烈响应。
标准缝纫机菀坪机械有限公
司人事专员袁志娟说：“这样的
培训给我们企业带来了一场‘及
时雨’
。
”
（下转 03 版）

84 条公交线路明起恢复
>>03
建设中的汾湖文体中心。
建设中的汾湖文体中心
。（吴斌
吴斌摄
摄）

树立绸都品牌 满足百姓需求

盛泽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启用
本报讯 （融媒记者姜明）
昨天上午，吴江高新区 （盛泽
镇） 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启用仪
式举行，标志着该镇新时代文
明实践建设工作迈上新台阶。
盛泽镇围绕“丝绸古镇、
纺织名城、时尚之都”建设，
突出“三重”、提升“三力”，

吴江区融媒体中心出版

协同推进文明实践向全域拓展，
构建了“吴江高新区 （盛泽镇）
实践所——行政村 （社区） 实践
站——机关 （企业、学校） 实践
点”的三级网络。目前，盛泽镇
共设立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1 个、
村 （社区）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43 个 、 机 关 （企 业 、 自 然 村、

地址：
吴江区鲈乡南路 1887 号

重要场所） 新时代文明实践点
80 个 ， 全 镇 注 册 志 愿 服 务 者
37000 余名。
从摸索探寻到多点开花，盛
泽镇在新时代文明实践建设工作
过程中，走出了一条颇具绸都特
色的发展路径，创立了一批特色
志愿服务品牌。在盛泽经济社会

邮编：
215200

国内统一刊号：
CN32-0124

发展、人居环境建设、民生实事
保障等各环节，都能看到志愿者
的身影。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的关键时期，这些志愿者身穿
红马甲，戴着口罩与防护手套，
化身勇敢的“斗士”，每天坚守
在疫情防控一线。他们恪尽职
守，用生命守护生命，充分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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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奉献、友爱、互助、进步”
的志愿精神，谱写出了一曲曲绸
都新时代文明实践的赞歌。
“人无礼不立，
事无礼不成，
国
无礼不宁”，盛泽镇新时代文明实
践所建成后，将通过每一名志愿
者，
影响和带动更多群体投入新时
代文明实践。
（下转 0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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