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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岁的张凡是泗阳县爱园
镇（里仁乡）丁窑村的党支部书
记，她上任后，曾在村里走访时，
向村民做了一个调查——“是否
觉得自己的生活奔小康了？”老党
员胡增刚的话，让她印象深刻。

“老胡说，‘我不知道小康生
活应该是什么模样，但是我觉得
我们现在的生活，很幸福。’”

张凡复述着，“我想，这就是现
在村民们对小康最真实的诠释。”

从“神仙摇头”到“村
民点头”

从泗阳县城出发，驱车向北
大约1小时，所到之地便是丁窑

村。
7月22日傍晚，“走向我们

的小康生活”主题融媒采访报道
小组敲开了村民殷世立家的门。
殷世立与老伴正准备吃晚饭，听
说了记者来意，便滔滔不绝地讲
述起来。

“生活确实越来越有奔头。从
最初的饥一顿饱一顿，到后来温

饱没问题，再看现在，饭桌上经常
能有荤菜，还能喝点小酒，这样的
变化，我们真真切切感受到了。”
殷世立的脸上满是知足的笑容。

如今村民们一张张幸福的笑
脸，让人很难想象，几年前的丁
窑村，是出了名的贫困村。

（下转07版）

从“神仙摇头”到“村民点头”
省委驻泗阳县帮扶工作队用脚步丈量小康路

融媒记者 黄明娟

本报讯（融媒记者王炜）区
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报告
会昨天上午召开，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
十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
神，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深刻把握民法典的立法精
神和丰富内涵，推进民法典的全
面有效实施。区委书记李铭主持

会议，区政协主席李斌、区委副
书记钱斌参加会议。

李铭指出，区委理论学习中
心组的学习要发挥的作用，一是
带头学习，二是用最新的理论武
装头脑，三是用新的理论来指导
实践。

李铭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
全面学深悟透。民法典是新中国

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领导、亲自谋
划、亲自推动的重大立法成果，是
一部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基
础性法律。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
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的重
要讲话，立意高远、思想深邃、内
涵丰富，深刻阐述了编撰民法典
的重要意义，对切实实施民法典

提出了明确要求，具有很强的思
想性、针对性、指导性，为我们贯
彻好实施好民法典指明了正确方
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区上下要
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从“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
来更好地推动法典精神、法治理
念、法律规定在吴江落地生根。

李铭要求，要紧扣中心大局，

强化运用实施。要加强常态化疫
情防控法治保障，要不断提升营
商环境法治化水平，要提升法治
政府的建设水平，要加快推进区
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法治化建设。

李铭要求，要压紧压实责
任，营造良好的宣传氛围。实施
好民法典是我们各级党政机关的
一个重要职责， （下转03版）

让民法典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
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报告会召开

本报讯（融媒记者周成瑜）
在各级工商联组织广泛发动、民
营企业自愿参加调研的基础上，
昨天，苏州市工商联按企业
2019年度营业收入指标排定发
布了“2020苏州民营企业100
强”榜单。其中，吴江共有15
家企业上榜，前五位吴江占三
席，恒力集团以实现营业收入
5567亿元位居榜首。

近年来，苏州着力营造有利
于民营经济发展的优质营商环
境，为苏州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注入了强大动力。自 2017 年
起，苏州市工商联已连续三年发
布苏州民营企业50强榜单，今
年首次发布民营企业100强榜
单，目的是从上规模企业的角度
分析成长中的苏州民营经济，发
现其中成长性好、代表性强的先

进群体，透视其发展壮大的原因。
此次进入榜单前50位的民

企，营业收入门槛达到44.46亿
元，较上年的35.49亿元提高了
8.97亿元，涨幅为25.27%；100
强营业收入入围门槛为16.64亿
元。榜单前十位中，吴江占四
席，除恒力位居榜首外，盛虹控
股集团、亨通集团、通鼎集团分
别位列第三、第四、第九。

入围100强的吴江企业主要
涉及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
业、化学纤维制造业、专用设备
制造业、纺织业、橡胶和塑料制
品业、食品制造业、金属制品业
以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
备制造业等领域，不难看出，全
区先进制造业实力强劲，发展势
头良好。

据统计，2019年苏州民营

企业100强全年实现营业收入总
额达22522.13亿元，户均实现
营业收入225.22亿元；拥有资
产总额17120.31亿元，户均资
产规模171.20亿元；全年共缴
纳税收751.88亿元，户均缴税
7.52亿元；全年实现税后净利润
总额 691.35 亿元，户均净利润
6.91亿元；企业员工总数为63.93
万人，户均企业用工6393人。

吴江15家企业入围苏州民企100强
恒力以年营收5567亿元位居榜首

本报讯（融媒记者陶陈峰）
2日上午10点，随着最后一块
预制箱梁吊装成功，长三角生
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内首
个省际对接基础设施工程——
上海青浦区东航路接通江苏吴
江区康力大道的元荡桥顺利合
龙。该道路计划两个月后通车，
届时，从吴江汾湖到青浦金泽
的行车时间将缩短至5分钟。

“汾湖与上海青浦东航路
虽然仅仅隔元荡一湖，但是之
前要么绕道高速公路，要么绕

道318国道，需要多走近10公里
的路程，非常不方便。”汾湖高新
区建设局副局长胡迎东告诉记者。

为推进长三角一体化道路互
联互通，促进区域经济社会一体
化发展再上新台阶，2019 年 9
月，吴江区率先启动康力大道东
延工程建设。胡迎东介绍说，工
程西起汾湖大道与康力大道交叉
口，向东跨越省界元荡湖，与上
海市青浦区东航路对接，线路全
长4.5公里。其中，吴江段2.27
公里。 （下转07版）

一桥跨两地 苏沪添捷径

康力大道东延工程元荡桥合龙

本报讯（融媒记者王炜）
昨天上午，区委书记李铭一行
来到苏州市第九人民医院的吴
江区征兵体检站，检查指导征
兵工作，并看望慰问参检医
护人员、工作人员和应征青
年。他强调，征兵工作事关
国防和军队建设大局，各级
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切
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教
育引导广大适龄青年胸怀报
国理想，激发他们参军入伍的
热情，严守征兵标准、纪律，
严格把好兵源质量关，确保高

标准、高质量完成今年征兵任
务，努力把更多更好的优秀兵员
输送到部队。

李铭一行实地查看了征兵体
检的项目和流程，看望了正在忙
碌的医务人员和人武部工作人
员，对他们的辛勤工作表示慰问
和感谢，详细了解体检工作进展
和应征青年身体状况、健康合格
率等情况，并叮嘱工作人员一定
要认真履职、严格审查，真正把
政治思想过硬、身体素质良好的
优秀青年选拔出来，圆满完成好
这项关键任务。 （下转03版）

区领导检查指导征兵工作

努力把优秀兵员输送到部队

本报讯（融媒记者王炜）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
范区建设迎来新突破。昨天下
午，备受瞩目的长三角绿色智
能制造协同创新示范区项目合
作签约仪式在上海虹桥绿地举
行，这标志着绿地控股集团、
中车城市交通有限公司正式落
子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
示范区汾湖先行启动区，将与
吴江共同打造长三角一体化示

范区自2019年初提出后首个
超大规模的智能制造产业园项
目。

苏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
长王翔，苏州市政府党组成
员、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
展示范区执委会副主任唐晓
东，区委书记李铭，区委副书
记、代区长王国荣，绿地集团
董事长、总裁张玉良，中车城
市交通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顾一峰出席签约仪式。
该项目预计总投资约260

亿元，创央企、地方国企、地
方政府合作新模式，将打造具
有代表性的世界级城市群城市
和产业双优融合更新项目，成
为国内领先的人工智能产业制
造基地，实现先进制造业、现
代服务业落地与城市更新可持
续发展充分融合，树立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的新标杆。

根据协议，各方将联合在汾
湖实施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城
市空间提质增效的“领航员计
划”，打造长三角绿色智能制造
协同创新示范区和汾湖智造星
舰超级工厂，一期项目预计于
2020年12月开工，建成达产后
有望实现年销售额 300 亿元，
成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型城
镇化区域。首批拟进驻的产业
项目包括更上 （中国） 长三角

机电研究院、绿脉特波电机、
阿里云工业数据中心等。此
外，汾湖智造星舰项目将全面
整合区域低效产能，充分释放
城市发展更新空间，实现增产
能、增效益和减排放、减能耗，
构建长三角绿色智能制造产业发
展的未来空间。

王翔代表苏州市委、市政府
对项目签约表示热烈祝贺。

（下转03版）

吴江牵手绿地中车开展全面战略合作
长三角绿色智能制造协同创新示范区项目合作签约

八类药品不再纳入基本医保
暂行办法自9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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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融媒记者王炜）
昨天下午，区委书记李铭率区
有关部门负责人赴汾湖高新
区，调研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
化发展示范区先行启动区重点
项目建设情况。李铭强调，要
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深入践行“两山”理念，
统筹做好治污、添绿、留白三
篇文章，筑牢美丽吴江生态基
底，不断以生态的“含绿量”
来增强发展的“含金量”。

李铭一行首先来到太浦河
汾湖段综合整治项目现场，该
项目内容主要是对太浦河沿岸
30米范围内违章或破旧建筑
进行整治，并对驳岸进行维
修，对镇区段立面进行改造以
及沿岸的绿化提升。

李铭在察看周边环境后指

出，要坚守绿色生态，要以群众
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为
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好生态建设
的大文章，进一步完善规划设
计，进一步扩大整治成效，提升
绿化和景观面貌，涵养郊野生态
环境，以点带面发挥示范效应，
让市民群众感受到更多水清岸
绿、碧波荡漾的生态景象。

在美丽湖泊群先导段一期项
目现场，李铭仔细察看了生态绿
色风貌，了解断面水质标准、周
边景观工程、元荡环湖岸线的提
升改造工作情况，详细了解这一
区域的规划。该项目以打造“世
界级湖泊群”为目标，以水下地
形重塑、水生态处理、水上景观
绿化建设为主，从水利、水源涵
养、景观人文、环境保护、水土
保持等五个方面， （下转03版）

筑牢美丽吴江生态基底
区领导调研示范区先行启动区重

点项目建设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