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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25日，通沪铁路一期（赵甸至黄渡
段）转入全线拉通试验阶段，标志着该条铁路迎
来联调联试新节点、进入开通倒计时。自4月
20日开始联调联试以来，通沪铁路已先后安排
了检测车、货物实验列车、综合检测车、重联动
车组上线，以不同速度等级进行往返检测试验。
预计6月初，转入运行试验阶段，力争在6月底
具备开通运营条件。

通沪铁路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
纵八横”高铁网中沿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工
程建设分一期和二期推进，一期工程赵甸至黄渡
段正线全长137.5公里，设计时速200公里，设
赵甸、南通西、张家港北、张家港、常熟、太仓
港、太仓、太仓南、安亭西9个车站，预留常熟
东站。

▶ 记者5月27日从无锡市医保中心获悉，
目前，无锡和上海、浙江所有城市已经实现异地
就医门诊直接刷卡结算，覆盖医疗机构达291
家，一年来已有超过3万人次的无锡参保人员享
受到这一惠民举措。

▶ 5月27日，嘉兴出台《推动建设长三角
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实施意见》（以下
简称《实施意见》）。根据《实施意见》，嘉兴将
以嘉善片区建设样本全面推动首位战略落实和全
市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争当“重要窗口”之中
最精彩板块。

《实施意见》从近期、中期、远期3个时间
节点明确了嘉兴建设示范区的建设目标，其中，
近期目标是到今年年底，按照“半年全启动、拉
框架，一年出形象、有亮点”要求，高起点规
划、高标准建设示范区先行启动区；市县联动制
订实施嘉善片区建设方案，落实重大改革、重大
政策，启动重大平台、重大项目，初步形成建设
形象。

围绕目标，《实施意见》提出在创新发展、
生态绿色、开放合作、一体化制度创新、治理现
代化、基础设施现代化、城乡融合发展、民生事
业发展、文化文明建设和基层党的建设这十个方
面当好示范。

▶ 5月28日，嘉善县重大项目集中开工仪
式（高铁新城专场）暨企业签约仪式在嘉善产业
新城影视综艺产业园举行。34个重大公基建项
目集中开工，并迎来由中科院院士张永莲等高层
次人才领衔的7家领军企业签约入驻。活动现
场，嘉善产业新城运营方华夏幸福还与平安国际
智慧城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达成了智慧城市战略
合作。

▶ 5月28日，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入
驻上海市青浦区行政服务中心园区分中心。企业
可以通过智能终端同行跨区开户设备完成银行账
户开立，无需再专门去银行跑一次。吴江区的一
家科技企业和青浦区新注册成立的一家企业当场
开立了银行结算账户。

▶ 5月 29日下午，嘉兴市综合行政执法
局、青浦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苏州市城市管
理局在西塘镇召开首届长三角城市管理与综合执
法一体化工作会议。会上，三地共同签署《推进
长三角城市管理与综合执法一体化发展十二条合
作指引》。

根据合作指引，接下来，嘉兴、青浦、苏
州三地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部门将围绕打破跨
界执法难、协作执法难、联合执法难等问题，
联合研究城市管理与综合执法一体化合作系列
工作框架、机制和制度，全力推进示范区毗邻
地带跨界行政执法工作，并重点推动嘉兴市与
青浦区、苏州市，嘉善县与吴江区，西塘镇、
姚庄镇与黎里镇、金泽镇三级城市管理与综合
行政执法部门的联动、联防、联控、联治工
作，探索建立协调联络、联席会议、交流研
讨、联合执法、线索移送、证据互认、案件协
查、执法协助、线索预警、信用信息共享、立
法协同、党建共建等十二项合作机制和保障举
措。

▶ 运载近4000吨散装豆粕的散货船“润宇
15”轮日前从宁波舟山港老塘山四期码头出发
直航抵达马鞍山郑蒲港，标志着舟山至安徽首条
豆粕“江海直达”新航线正式开通，助推长三角
港航一体化步伐。

▶ 为全面提升区域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上海图书馆 （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南
京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和安徽省图书馆日前向
长三角区域三省一市的公共图书馆发出“城市
阅读一卡通”倡议书，号召各馆共同实现“借
阅办证零门槛，文献传递无边界，个性服务通
全域，通借通还重实效”，让爱书人一路走来
一路读。

倡议书还希望三省一市读者无须在不同地区
分别办理读者证，即可阅览区域内任一图书馆
规定范围内的文献资源。同时，在保证各公共
图书馆现行流通政策自主权的前提下，倡议书
鼓励各馆进一步探索信用免押金办证，在区域
内已有145个公共图书馆开通信用免押金借阅服
务的基础上，继续扩大这一利民服务举措的覆盖
面。

目前，长三角区域内已有64家高校及公共
图书馆建立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机制。

（文字整理：杨华）

长三角
一周要闻盘点

本报讯（融媒记者赵雪棣）日
前，吴江律协助力长三角生态绿色
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汾湖交流会在汾
湖高新区举行。来自吴江律协的9
名资深律师与汾湖高新区 （黎里
镇）部分村、企业和相关部门面对
面深入对接，现场办公开展法律服

务。
交流会上，双方就“三治”和

违章建筑拆除等方面碰到的相关法
律问题进行了热烈互动。汾湖高新
区相关负责人介绍，为了助力示范
区建设，汾湖正加快推进元荡美丽
湖泊群、美丽乡村群和魅力产业群

建设，在这过程中势必会碰到相关
法律问题。吴江律协这次主动对接
汾湖提供法律帮助，是转变作风、
服务基层的具体体现。

区律师行业党委副书记、律师
协会会长冯运晓介绍，吴江律协在
去年9月理事会换届之后成立了9

个工作委员会和 12 个专业委员
会，其中最有特色的就是长三角生
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专业委
员会。“这个专业委员会的主要职
责是为一体化的发展提供相关的
法律服务。此次交流会后，我们
还将进一步拓宽服务领域，在招商

引资、乡村振兴、企业发展等方面
提供切实可行的法律服务。”冯运
晓说。

会前，与会成员还实地参观了
汾湖高新区东联村许庄、元荡村莲
心园、汾湖科创园、汾湖规划馆等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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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之年，也是全面推进实施长三角生

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的关键之年。日前，区委、区政府出台《吴江区建设长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2020年工作要点》，推动定位于中长期发展

指导的《吴江区建设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实施方案》更好落

地，示范引领长三角地区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工作要点》聚焦“六个重大”，共排定了143项任务，目标清晰、

责任明确，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具体任务清单如下：

（一）推动产业创新（13个）
1.新一代信息技术（3个）
·京东方智慧产业基地项目
·英诺赛科氮化镓项目
·亨通洛克利硅光模块项目
2.高端装备（2个）
·苏州大智资讯整体搬迁和技术

改造项目
·中广核医用加速器智能制造基

地项目
3.新材料（4个）
·吴江港虹差别化纤维项目
·恒力高性能车用工业丝项目
·苏州丹宇美化纤差别化纤维项

目
·恒力国际新材料产业园项目
4.现代服务业（4个）
·苏州绿地中心项目
·亨通文化旅游项目
·博洛尼天空之城项目
·宝格置业综合体项目

（二）提升公共服务（6个）
·苏大未来校区（苏州长三角示

范区产学研合作园）项目

·苏州中学苏州湾校区等22所
学校项目

·苏州湾文化中心项目
·苏州湾体育中心项目
·吴江区中医医院新建工程
·京东方（苏州）医院项目

（三）完善基础设施（6个）
·轨交4号线松陵大道综合交通

枢纽项目
·吴江盛泽燃机热电联产项

目
·江陵路快速化改造一期工程
·605省道吴江同里至黎里段改

扩建工程
·中车绿地长三角智慧合作示范

区项目
·蓝城科创小镇项目

（四）彰显生态特色（3个）
·东太湖综合整治后续工程（环

太湖大堤七都至大缺港段）
·吴江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扩容

建设项目
·大运河文化带项目

一、实施一批具有代表意义的重大项目（28个）

（一）推进体制机制创新（6项）
·规划管理体制创新
·投资管理机制创新
·公共教育机制创新
·公共医疗机制创新
·一产与二产、三产融合发展机

制创新
·一般工业项目标准地先建后验

制度创新

（二）显示生态优化成效（4项）
·先行启动区美丽湖泊群建设
·元荡美丽乡村群建设
·环元荡岸线贯通先导段工程
·太浦河绿廊东太湖度假区（太

湖新城）示范段工程

（三） 提升区域协作水平 （26
项）

1.长三角主要领导座谈会拟签约
项目（2项）

·青吴昆嘉共建生态绿色世界级
湖区

·青吴嘉共推太浦河生态绿色发
展

2.苏州（吴江）自主推动实施的
项目（6项）

·打造一体化党建升级版
·全面融入苏州社保、医保体

系
·配合编制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

体发展规划
·配合编制长三角制造业协同发

展规划
·配合实施太湖流域水环境综合

治理，开展太湖生态清淤试点

·配合设立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
投资开发基金

3.配合示范区执委会推进的重点
工作项目（18项）

·配合制定示范区存量土地盘活
方案

·开展基本农田规划调整试点
·探索跨区域财税分享机制
·参与示范区国土空间规划编制
·探索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
·探索示范区生态环境“三统

一”制度
·参与制定示范区重点跨界水体

联保专项方案
·参与制定示范区主要水体统一

的环境功能要素目标、污染防治机制
和评估考核制度

·参与起草示范区饮用水水源保
护法规

·参与编制示范区交通基础设施
互联互通专项规划

·参与制定示范区内企业登记标
准规范

·配合制定统一的政府核准投资
项目目录

·参与制定示范区医疗资源共建
共享联合体建设方案

·配合落实示范区人员证书、资
质互认互准制度

·参与制定示范区统一的公共信
用信息数据归集标准

·参与提供示范区“一卡通”服
务

·参与示范区智慧大脑建设
·参与制定示范区江南水乡古镇

生态文化旅游圈建设方案

二、办成一批具有引领意义的重大事项（36项）

（一）充分挖掘存量资源（3项）
·水系结构优化调整
·城市有机更新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二）持续加快产业升级（3项）
·差别化配置资源要素淘汰落后

产能
·国际贸易集聚区建设
·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三）着力激发创新活力（5项）

·示范区创新共同体建设
·自贸片区联动创新区建设
·人才创新集聚区建设
·示范区财税协同联动机制建设
·金融合作创新

（四） 全面优化自身体制机制
（3项）

·最佳营商环境综合改革
·招商体制机制改革
·一站式“互联网+”公共服务

平台建设

四、推进一批具有创新意义的重大改革（14项）

（一）打通省际断头路（3项）
·X352沪莘线（康力大道）建

成通车
·对接上海道路设施建设推进
·对接浙江道路设施建设推进

（二）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3
项）

·沪苏湖铁路吴江段开工
·推进通苏嘉甬铁路吴江段建

设
·推进苏州南站高铁枢纽建设

（三）提升跨区域服务共享水平
（5项）

·长三角跨省公交专线新开通不
少于2条

·完成长三角远程医疗和医联体
建设

·完善吴江针对示范区异地一窗
办理工作

·完善吴江参与示范区政务服务
自助一体机建设

·设立苏州农商银行跨省市金融
服务机构

五、实现一批具有显示意义的重大突破（11项）

（一）配合办好区域性重大活动
（4次）

·执委会理事会二次会议
·示范区开发者大会
·三省一市主要领导座谈会
·示范区成立周年现场会

（二） 举办产业招引系列活动
（7次）

·吴江区春季重大集中开工活
动

·吴江（上海）投资说明会
·吴江（北京）投资说明会
·中国·吴江投资贸易洽谈会
·吴江现代服务业推进大会
·吴江国际精英创新创业洽谈会
·第六届国际机器人与智能制造

大会

（三） 打造文化交流名片 （10
次）

·第七届吴江太湖文化节暨
2020年丝绸文化旅游节

·震泽镇旅游文化节暨蚕花节
·吴江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专家

咨询委员会相关活动
·2020盛泽时尚周暨第七届江

苏（盛泽）纺织品博览会云展会
·2020中国·吴江运河文化旅

游节暨长三角运河名镇国际论坛
·第八届江苏（盛泽）纺织品博

览会
·第四届七都太湖开捕节
·纪念费孝通诞辰110周年活动
·第十一届环太湖国际公路自行

车赛
·吴江第十八届酒乡旅游文化节

六、办好一批具有标志意义的重大活动（21次）

（一）建设协同创新平台（8个）
·国家先进功能纤维创新中心
·苏州湾企业创新中心

·长三角科大亨芯研究院
·永鼎智慧科技产业园
·德尔研究院

三、建设一批具有示范意义的重大平台（33个）

·通鼎未来信息技术研究院
·盛泽新兴产业园
·国望高科大企业研究院

（二）共建示范区专业平台（5
个）

·示范区联合治水平台
·示范区政务服务平台
·示范区职业教育一体化平台
·示范区GIS数据库规划管理信

息平台
·中国电建集团华东院苏州设计

院

（三） 建设产业载体平台 （20
个）

·国测苏州吴江智慧城市产业化
基地

·吴江循环经济产业园
·苏州德尔亚洲碳谷
·盛泽新兴产业园

·启迪苏州吴江科技信息产业基
地

·天瑞金MAX科技园
·亨通苏州湾大数据智慧产业基

地
·步步高互联网产业园
·桃源生态科技产业园
·平望绿色智能铸造产业园
·永鼎集团总部大楼
·吴江安吉共建产业合作园区
·凯伦股份新材料产业园
·平安广丰旗长三角科技产业

园
·中节能智能产业园
·顺丰长三角创新中心
·中日友好合作国际生命科技城

（盛美智谷）
·新中联欧美工业智造产业园
·苏宁易购环上海电商产业园
·吴江盛泽科技产业综合体（联

东U谷）

京杭大运河吴江段京杭大运河吴江段。。（（吴斌吴斌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