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闻·综合

2020 年 3 月 26 日 星期四
责编：潘 赟 排版：于雯琴 校对：陈丽红

区领导调研黄家溪村文明实践站建设

我区美丽乡村建设全面启动

“元荡美丽乡村群”成今年关键词
本 报 讯 （融 媒 记 者 赵 雪
棣） 美丽乡村建设是我区新农
村建设的一个重要抓手。在
2019 年美丽宜居乡村达标率
苏州大市第一的基础上，今年
我区计划创建 4 个康居特色村
和 76 个三星级康居乡村。目
前，美丽乡村建设在全区各地
全面启动，重点打造“元荡美
丽乡村群”
。
阳春三月，新冠肺炎疫情
的阴霾虽然还没有完全退却，
但在黎里镇港南村陈家浜自然
村和黎里镇群众村怀字自然
村，已经是一片繁忙的建设景

象。工人们有的在河道边上修
筑景观驳岸，有的在农家菜地
边砌筑青砖镂空围墙。
在陈家浜自然村的“湖心
岛”上，红叶李露出芬芳，黄
山栾树长出了嫩芽。
“ 湖心岛”
改建虽然还没有竣工，但村民
们已经迫不及待沐浴着和煦的
阳光在那里休闲。
“这一次政府
投资这么多钱，
环境卫生、绿化
等各方面都得到提升，为我们
港南村的村民特别是老人带来
了很多好处，每天早上和傍晚
出来锻炼的人已经很多了。”
村民陈金根告诉记者。

江苏盛泽医院医护人员
获评省卫生健康系统防疫先进个人
本报讯 （融媒记者沈佳丽）
3 月 20 日，江苏盛泽医院副院
长张卫红荣获“江苏省卫生健康
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
个人”称号。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应
江苏省援黄石医疗队指挥部的调
遣，张卫红于 2 月 20 日加入第
八批江苏省驰援湖北医疗队奔赴
黄石，实地走访了黄石中心医院
普爱院区、黄石市第四医院、黄
石市第五医院、黄石市妇幼保健
院等单位，现场摸排发热患者的
就诊和转运流程，并对发热门

“ 在区镇两级的支持下 ， 造生态型的三星级康居乡村， 力；将农业与文旅、传统农渔
陈家浜自然村的三星级康居村
康居村建成后，怀字自然村的
业与现代产业要素交叉重组，
建设稳步推进，总投资 200 多
村民将享受到更加优美的乡村
使其互相渗透融合；借助长三
万元，预计 4 月底可以竣工， 环境和田园风光。
角一体化示范区建设这一契
一个四面环水、树木葱茏、绿
2019 年，我区 74 个自然
机，努力打造美丽乡村的吴江
色生态的康居村将呈现在村民
村庄被苏州市美丽村庄建设领
名片。
眼前。”港南村党总支书记屠
导小组办公室命名为三星级康
“‘元荡美丽乡村群’以
坚强对记者说。
居乡村，数量为历年之最，在
东联村、元荡村、三好村三个
在群众村怀字自然村，以
苏州市排名第一。按照“一带
行政村为主要范围，建设一条
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
一区一群”建设布局，今年我 ‘四好’农路，打通一条水路，
综合整治为重点的三星级康居
区在美丽乡村建设中将重点打
连接三个美丽湖泊，构建三个
造“元荡美丽乡村群”，即以
康居特色村和两个特色精品村
村建设也在如火如荼进行，群
的总体布局，和上海青浦、浙
众村党总支副书记金康明介绍 “水”为灵魂，连接湖浜生活
说，整个建设突出了自然、协
的过去与未来，以“农”为核
江嘉善协同发展。
”区住建局村
调、生态这个主基调，重点打
心，凸显乡土故事的乐趣与活
镇建设科科长陆瑜介绍说。

烂漫春光下 安心游同里

同里迎来疫情平稳后首个旅游团

诊、留观病房、隔离病区建筑布
局及运行管理提出意见，对相关
环境的清洁消毒方法、医护人员
防护和医疗废物处置等工作提供
指导，为当地医院的医疗保障、
感控管理等工作提供帮助。
张卫红还作为当地新冠肺炎
感控知识培训的授课嘉宾，从五
大方面对黄石的院感防控提出建
议。
目前，黄石当地已经到了逐
步恢复正常诊疗服务前的院感风
险排查阶段，张卫红仍在一线坚
守，让我们静待她的归来。

本报讯 （融媒记者王凯悦）
3 月 24 日下午，今年 52 岁的胥
爱礼与妻子一起，驱车将 6000
斤鸭稻共作优质大米送到了苏州
市第五人民医院。
胥爱礼是平望镇“胥老三”
家庭农场的农场主，从事粮食生
产 20 多年。该家庭农场在 2019
年被评为省级示范家庭农场，具
备家庭经营、规模适度、技术先
进、运营平稳、质量安全、绿色
生态等特点。
“非常感谢你们的关心和支
持，把最好的大米给我们医护人
员。”收到大米后，苏州市第五
人民医院相关负责人对胥爱礼表
达了感谢。胥爱礼表示，冲在一
线的医护人员是最辛苦的，作为

农民他只是尽了一点微薄之力。
苏州市第五人民医院作为全
市唯一收治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的
定点医院，自 1 月 10 日收治江
苏首例新冠肺炎病例开始，先后
收治 87 例确诊病例，截至 3 月
10 日，87 名新冠肺炎确诊患者
全部出院。
“看到很多人都在捐钱捐
物，我也应该表示一下自己的心
意。政府对我们家庭农场的支持
力度很大，我们也应该多为社会
作一点贡献。
”胥爱礼说。
疫情暴发以来，吴江农业生
产企业防疫复工两手抓，稳产保
供的同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也
给疫情防控一线人员送去了温
暖。

本 报 讯 （融 媒 记 者 俞
了多方面的准备。除了在景
截至本周末，苏州同里国
璐） 昨天上午，一个由 70
区入口处进行量体温 、消
际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已接到多
人组成的“安心游”旅游团
毒、 检查苏城码等防疫工
个旅游团队的预约，游览人数
“敲开”了同里的大门，成
作，工作人员还给每位团员
大幅上升，而随着天气转暖，
为疫情平稳后同里古镇首个
准备了无线耳机，保证听讲
同里的旅游业也将逐渐复苏。
旅游团 （如图，俞璐摄）。
解不扎堆 ，游览防疫两不
庞海燕表示，为了激活旅游市
据了解，同里“安心
误。而在退思园的游览中， 场，同里旅游推出了一系列优
游”的成员主要来自苏州旅
景区提前为旅游团预约了游
惠措施，如“景区 2020 专属
行社商会、苏州市 国 内 旅
览时间，让“安心游”成员
卡”“景区停车场免费停车”
行社协会 ，在游览了退思 “独享”退思园的美景。
“我 “ 民 宿 客 栈 ‘ 住 一 晚 送 一
园、 三桥等同里著名景点
们提前联系了古镇上几家可
晚’”“古镇+湿地公园套票
后， 旅游团又前往位于 北
以提供分餐服务的饭店，让
优惠”等，吸引全国各地的游
联的吴江现代农业产业园
游客们吃得放心 、 玩得安
客来同里游玩。同时，同里镇
区，观赏了油菜花盛开的美
心。
”庞海燕说。
也先后推出了“同暖五条”
景。
“这是春节过后第一次 “加温八条”等政策，用租金
苏州同里国际旅游开发
出来游玩，天气这么好，景
减免、营销优惠、合作稳固、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庞海燕介
区各方面工作又这么到位， 环境保障、提质扶持等一系列
绍，为了给旅游团成员真正
我们今天玩得真的很开
措施，促进同里旅游业尽快复
打造“安心”之旅，公司做
心。
”一位苏州游客说。
苏。

全区文明交通示范岗创建工作启动

提升群众交通出行安全感和满意度
本 报 讯 （融 媒 记 者 李 婧
蕾） 日前，全区文明交通示范
岗创建工作正式启动，由区公
安局交警大队机关部门和各交
警中队组建的 17 个示范岗在
吴江各区镇、街道主要路口、
路段上岗执勤，进一步锤炼交
警队伍基本功，展示交警队伍
精气神，提升群众交通出行的
安全感和满意度。
连日来，早晚高峰时段，

在东太湖大道和长安路交叉口
开展交通手势指挥的女警们吸
引了市民们的目光，成了城区
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只见执勤
女警们着装规范、警容严整，
用标准而又潇洒的手势引导着
过往车辆和行人，动作干净利
落，风采丝毫不输男警。据了
解，这是全区文明交通示范岗
创建工作开展以来设立的 17
个示范岗之一的高峰形象岗，

用实际行动弘扬文明新风
本报讯 （融媒记者姜明） 昨
天上午，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刘伟带队来到盛泽镇黄家溪村，
调研该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项目
的建设情况。
刘伟一行先后走访了黄家溪
村党建文化广场、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项目建设现场、乡风文明馆
和文体中心。在黄家溪村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项目建设现场，该村
党委书记陈志明向刘伟详细介绍
了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建设思
路。
据介绍，黄家溪村将整合现
有公共服务阵地资源，在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打造理论宣讲平台、
教育服务平台、文化服务平
台、科技科普服务平台、健身
体育服务平台等五大平台，建
立服务对接机制，统筹使用，
协同运行。
刘伟对黄家溪村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的建设思路表示肯定。刘
伟表示，希望黄家溪村制定完善
相关标准，用实际行动引导群众
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破除
陈规陋习、传播文明理念、涵育
文明乡风，倡导科学文明健康的
生活方式，宣传普及文明礼仪规
范，弘扬文明新风。

扩大服务范围 方便市民办理

政务服务自助一体机
再添 6 项新功能
本报讯 （融媒记者陈曦） 在
吴江区行政审批局和公安局共同
努力下，近日，政务服务自助一
体机服务范围继续扩大，第二批
公安类业务共 6 大功能并入政务
服务一体机，车辆申请六年免
检、期满换证、超龄换证、遗失
补证、延期换证和机动车违法信
息查询都可自助办理。
目前吴江政务服务自助一体
机全区共投放 118 台，除分布在
区镇和村便民服务中心外，还分
布在超市 （如盛泽欧尚）、商业

广场 （如万宝） 等商业综合体，
具体分布地址可以在“吴江政务
服务订阅号”进行查看。
今年 1 月份，政务服务自助
一体机已上线第一批公安类业务
6 大功能，包括重名查询、机动
车&驾驶证联系方式变更 （苏州
地区）、机动车信息查询 （苏州
地区）、驾驶证信息查询 （苏州
地区）、抵押标识查询 （苏州地
区）。截至目前，公安类业务共
上线 12 大功能，第三批共 5 项
功能正在测试中，敬请期待。

把
“生态优势”
转化为
“发展动能”

捐献 6000 斤优质大米
“胥老三”家庭农场心系战“疫”一线医护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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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岗分为高峰形象岗、疏堵保
次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了。”在
畅岗和综合管理岗三大类，分别
交通安全教育岗亭里，面对违法
明确了不同职责。
市民的不理解，松陵交警中队的
在中山南路和长板路交叉路
路面秩序民警张驰仍然面不改
口的疏堵保畅岗上，记者看到， 色，耐心细致而又严肃认真地指
松陵交警中队的交警们正在巡
导违法者学习相关法律法规。
逻，严肃查处各类违法行为，确 “在我们日常查处过程中，逆向
保道路交通有序畅通。“别人违
行驶、违规载人等违法行为还是
规不是你违规的理由，三轮车载
比较多的，我们呼吁市民能够养
人是非常危险的，请你把这些交
成遵守交通规则的好习惯，对自
通法律、法规认真学习一下，下
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张

驰告诉记者。
区公安局交警大队综合中队
指导员许晓华表示，通过创建文
明交通示范岗，区公安局交警大
队将严管严治各类交通违法，以
点带面提升交通管理工作质态，
使各类交通违法行为显著减少，
机动车、非机动车和行人守法意
识明显增强，进一步推动文明城
市长效管理，深化巩固文明城市
创建成果。

（上接 01 版） 王庆华强调，
要扛起责任担当，形成河湖治理
工作合力。全区各地各有关部门
要加强组织领导，各级河 （湖）
长不仅是党政工作的第一责任
人，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第一责
任人，对本区域的水生态环境质
量负总责。要优化考核机制，发
挥考核的“指挥棒”作用，把生
态文明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有机
地结合起来，扎实推进河 （湖）
长制工作和生态美丽河湖建设。
要注重宣传引导，讲好吴江“治
水故事”，重点挖掘“青吴嘉”
三地协同治水典型案例，尤其是
太浦河蓝带计划的成效，为打造
“创新湖区”“乐居之城”、推动
吴江高质量发展快上新台阶筑牢
生态基底、厚植生态优势，作出
应有的贡献。
区委副书记、区长、区总河长
李铭就今年全面深化河（湖）长制

改革和加快推进生态美丽河湖建
设重点目标任务作了部署。他指
出，
要突出重点，
加快分解落实生
态美丽河湖建设任务，要“一河
( 湖) 一 策 ”分 类 实 施 ，加 快 推 进
市、区两级年度重点项目建设；
要
继续深化河(湖)长制改革，目标
要再攀高，积极争取改革创新试
点，
统筹推进各项治理工作；
全面
提升综合治水能力，加强工业污
染和城乡生活污水治理，加强农
村面源污染治理，加强黑臭水体
长效管理，加强水岸交通污染治
理，
加强节水型社会建设，
加快打
造水生态治理的
“吴江示范”。
区 委 副 书 记王燕红主 持会
议。
会上，区河长办通报全区深
化河(湖)长制改革工作情况，吴
江生态环境局、汾湖高新区(黎
里镇)、吴江高新区(盛泽镇)作了
交流发言。

高质量推动乡村治理创新发展
（上接 01 版） 要突出农民道德养
家万户。
成这个关键，坚持党群齐动
会上，我区同里镇北联村以
手，推动核心价值观融入文明 “弘扬时代新风尚 建设美丽新农
公 约 、 村 规 民 约 、 家 规 家 训 ， 村”为题作交流发言，张家港
进一步提升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市、常熟市、昆山市、吴中区等
水平，真正让文明新风吹进千
也围绕相关主题作交流发言。

汾湖文体中心主体工程完工
（上接 01 版）“文化馆里面规划
有芦墟山歌小剧院，还设计了长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的展厅，届时可以开展表演、展
览等方面的活动。”汾湖高新区
建设局工程科工作人员徐峰介
绍，体育馆内则设计有攀岩馆，
今后可承接国际攀联世界杯攀岩
赛汾湖站的赛事。
据悉，汾湖文体中心总投资

约2.8亿元，
用地面积约128亩，
总
建筑面积34211.44平方米。
其中，
文化馆 14762.3 平方米，有影院、
展厅、培训室等；
体育馆 12430 平
方米，
有攀岩馆、篮球馆、游泳馆、
健身房及桌球室等；
室外配有 400
米标准跑道、足球场、篮球场等
附属工程。作为吴江区重点工
程，该项目建成后将为市民提供
一个休闲健身的良好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