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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融媒记者杨华）
日前，2019年度吴江区平台
经济领军企业认定名单出炉，
8家企业上榜，将分别获得一
次性奖励50万元。此外，还
有 15 家企业将获得入库奖
励。我区共计将兑现奖励449
万元。这是记者昨天从区发改
委了解到的消息。

据悉，本轮认定中，人力
资源、健康养老领域上榜企业
空缺。获认定的8家企业中，
江苏亿友慧云软件股份有限公
司已连续3年上榜，苏州三港
农副产品配送有限公司、苏州
蜜思肤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苏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为首次上榜。为了鼓励其他
企业加快发展，本轮认定首次设
置入库奖励，除获认定的8家企
业外，针对每个领域营收排在前
三位、符合评审标准的企业分别
给予5万元、3万元、1万元奖励。

平台经济是吴江实现服务业
从体量增长向质量增长转变的一
个重要抓手。2017年，我区制定
出台《苏州市吴江区平台经济提
升发展扶持政策实施细则》，搭建
区平台经济领军企业（特色基地）
培育库，并启动平台经济领军企
业（特色基地）认定，遴选细分行
业的“领头羊”， （下转02版）

发挥细分行业重点领域企业示范引领作用

8家平台经济企业成“领军者”

本报讯（融媒记者杨华）
昨天上午，上海市、江苏省、
浙江省在青浦区朱家角镇召开
新闻发布会，联合发布《关于
支持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
展示范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
策措施》（简 称 《支 持 政
策》），为一体化示范区建设
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据悉，经示范区理事会讨
论、两省一市政府审议，《支
持政策》 于 7 月 1 日联合印

发。聚焦规划管理、生态保
护、土地管理、项目管理、要
素流动、财税分享、公共服务
和公共信用等重点领域，《支
持政策》在两省一市政府事权
范围内，提出了22条具体措
施，通过赋能赋权，鼓励大胆
试、大胆闯、自主改，加快推
进一体化制度创新和重大改革
集成，实现共商共建共管共享
共赢，打造服务引领长三角更
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引

擎。
《支持政策》在《长三角

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总
体方案》 的基础上进一步明
确，将赋予示范区更大的改革
自主权和必要的管理权限，强
调“政策从优”原则；执委会
享有省级项目管理权限，负责
先行启动区内除国家另有规定
以外的跨区域投资项目的审
批、核准和备案管理，以及联
合两区一县政府行使先行启动
区控详规的审批权。

在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
度方面，两省一市将共同出资
设立示范区先行启动区财政专

项资金，3年累计不少于100亿
元，用于先行启动区的建设发展
和相关运行保障。在此基础上，
两省一市加大对示范区财政支持
力度，并积极争取中央专项转移
支付和地方政府债券等方面的财
政支持。同时从金融创新和发展
绿色金融两个方面，给予示范区
部分金融支持政策。

为强化用地保障，《支持政
策》提出，在建设用地指标方
面，由两省一市优先保障，涉及
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由省
（市）以上统筹安排，并建立周
转期不超过5年的建设用地指标
周转机制。在耕地保护方面，为

合理解决好用地空间问题，积极
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和永久基
本农田规划调整试点，并探索建
立耕地占用承诺补充机制。在土
地资源要素配置方面，鼓励混合
用地，优化调整村庄用地布局，
鼓励农业生产和村庄建设等用地
复合利用。

聚焦推进公共服务共建共
享，增强老百姓感受度和幸福
感，示范区将大力推动教育协同
发展和资源共享，探索推进医保
目录、医保服务一体化。《支持政
策》明确，将争取高水平大学在
示范区设立分校区、联合大学和
研究机构， （下转02版）

更大自主权 更强资源保障 更优共建共享

江浙沪再推22条政策措施支持示范区建设

临近高考，吴江高级中
学高三学生进入决战冲刺阶
段。受疫情影响，今年高考
延期一个月举行，考试时间
为7月7日至9日。图为吴江
高级中学的高三学生正在认
真复习备考。 （吴斌摄）

“赢”战
高考

本报讯（融媒记者黄明娟） 昨天下
午，代区长王国荣主持召开区政府第61
次常务会议，学习传达省委常委、市委书记
蓝绍敏在吴江区领导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精
神，研究部署有关工作。副区长李卫珍、朱
建文、张炳高、李文斌、许诺参加会议。

在学习传达蓝绍敏讲话精神时，王国
荣强调，要认真学习蓝书记讲话精神，从

践行初心使命的角度做好贯彻落实，要将
开展一切工作的落脚点定位在助推长三角
一体化示范区发展的高度上，切实提高站
位谋发展、突出重点求突破、做大优势提
成色、优化作风强精神，以充满豪气、勇
气、胆气的魄力，将号令转化为行动，为
吴江在推动一体化示范区建设中全面起势
提速贡献力量。

会议听取《关于我区全国文明城市创
建情况工作汇报》。2019年以来，全区上
下坚持系统思维，聚焦薄弱环节，狠抓问
题整改，完善工作机制，文明城市建设各
项工作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就进一步争
先进位、提升城市全域文明水平，王国荣
强调，抓好文明城市建设工作，不仅事关
人民群众居住幸福感、获得感，也是一体

化示范区整体形象、吴江投资环境的直观
体现。区创指办要尽快拿出工作方案，各
地各部门各单位要形成工作合力，挂图作
战，对标找差，学习先进，造出声势，通
过“工作项目化、项目目标化、目标节点
化、节点责任化”有力有序加快推进。要
激发老百姓的主人翁意识，共同参与到文
明城市建设中去， （下转02版）

区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部署有关工作

跑出重点项目建设“加速度”

本报讯（融媒记者黄明娟）
昨天下午，代区长王国荣主持召
开区政府第61次常务会议暨安
委会扩大会议，王国荣以“学习
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
生产重要论述，推进城市安全发
展”为题开展安全生产专题宣讲。
副区长李卫珍、朱建文、张炳高、

李文斌、许诺，市安全生产第四督
导组副组长王竟参加会议。

宣讲中，王国荣带领与会人
员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
生产和城市安全的系列重要论
述，以及坚持把城市安全发展作
为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
重要保障等相关内容，分析了全

区安全生产面临的形势，明确了
当前及下一阶段的重点任务。

王国荣指出，近年来，我区
安全生产形势保持平稳向好，但
依然严峻复杂，全区的城市安全
管理水平与现代化城市发展要求
仍有差距，推动高质量发展快上
新台阶还任重道远。

王国荣强调，各地各部门各
单位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安全生产系列重要论述和
指示批示精神，严格按照国家、
省、市的决策部署，围绕区委、
区政府明确的大幅压降生产安全
事故的目标，狠抓安全生产专项
整治，推动全区安全生产形势持

续稳定向好。
王国荣强调，做好安全生产

工作，有利于促进产业转型升
级、推动高质量发展、提升人民
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各地各部
门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决
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心上，

（下转02版）

王国荣开展安全生产专题宣讲时强调

坚决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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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江开出首张
对居民的

垃圾分类罚单

本报讯 （融媒记者李裕
强）昨天上午，省政务服务管
理办公室副主任李晓雷一行来
到吴江开发区，实地调研吴江
开发区行政审批局运行情况，
并召开座谈会。副区长谢王挽
参加座谈会。

吴江开发区有关负责人介
绍了吴江开发区行政审批工作
情况。李晓雷表示，吴江开发
区不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行
政审批工作开展顺利，始终保
持在全国政务服务工作的第一

方阵，为更好地融入长三角一体
化奠定了基础。

据了解，近年来，吴江开发区
逐步构筑完成了投资建设项目全
链条自主闭环审批模式。省政府
2017年发布《国家级开发区全链
审批赋权清单》，赋予国家级开发
区220项设区市级经济管理权
限。吴江开发区从这220项权限
中挑选出涉及投资建设的38个
事项，按照全链自主审批的需要
厘清事项清单，重新打造了适合
吴江开发区实际的审批模式。

不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
省政务办领导调研吴江开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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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个性校服
在铜罗小学发放

本报讯（融媒记者俞璐）
昨天上午，辰星（苏州）自动
化设备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辰星公司”）正式开业，成
为了吴江开发区又一家通过

“人才+科技+基金”项目落地
评审机制落户的企业。

据了解，辰星公司是国内
领先的全系列并联机器人本体
研发和技术服务供应商，其产
品阿童木机器人拥有全系列并
联机器人核心自主知识产权，
取得发明专利37项，软件著
作权5个，客户覆盖食品、制
药、电子、日化等行业，累计
服务客户300余家。

辰星（苏州）自动化设备
有限公司总经理宋涛介绍，未
来5年，辰星公司将通过产能

提升、响应提速、服务升级等举
措，扩大在华东地区的市场覆盖
面，并且通过研发的不断投入，
使企业成为全国有影响力的智能
化方案解决供应商，早日实现登
陆资本市场的目标。

吴江开发区近年来注重发展
智能制造产业，区域内已形成较
为健全的产业生态链。为吸引更
多人才支撑型、科创型企业、资
本看好型项目落地，吴江开发区
出台实施“人才+科技+基金”
项目落地评审机制。辰星公司是
通过该评审机制落户的又一家科
创型企业。据悉，吴江开发区还
将在政策、服务、空间等方面对
科创型企业进行扶持，为企业发
展提供更多的动能，以带动吴江
开发区智能制造产业腾飞。

又一企业通过项目落地评审机制落户吴江开发区

辰星“阿童木”飞来吴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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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重点防范农贸市场再发生疫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