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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融媒记者李婧蕾）
8月8日下午，区委副书记、代
区长王国荣带队前往七都镇开展
专题调研并召开座谈会。王国荣
强调，七都要积极探索非常态形
势下的发展新模式，顺应发展大
势，紧抓创新性、研究性、探索
性工作，运用好互联网思维、信

息化思维、众筹思维来谋划未来
七都的发展，多做“无中生有”
之事，全力以赴做美太湖、做亮
江村、做高产业、做优队伍。

在听取关于七都镇经济社会
发展情况汇报后，王国荣指出，
七都镇在历史上人才辈出，离不
开优秀的历史文化、乡风民俗、

风土人情积淀。在未来高速路
网、交通组织发生变化，人流、
物流、信息流更加快捷流动的背
景下，七都镇将拥有更大的发展
潜力，要从多维度分析、研判未
来发展机遇。

王国荣表示，七都镇拥有长
达23公里的太湖岸线，太湖是

七都最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七
都镇要做美太湖，以产业化的思
维做好太湖这篇文章。要讲好、
讲透太湖故事，做足、做好水文
章。要把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的时代内涵，进一步挖掘好太湖
文化、溇港文化等，切实打好文
化牌。以资源加急整合，带动人

流人气聚集与绿色产业发展。
王国荣强调，七都镇要做亮

江村。要站在中国江村、世界江
村的高度谋划未来江村的发展，
把江村打造成中国乃至世界的对
话平台、文化高地。要下大功
夫，把江村综合提升项目作为头
等大事来抓， （下转02版）

王国荣在调研七都镇时强调

做美太湖 做亮江村 做高产业 做优队伍

本报讯（融媒记者陈晓思
思）近日，江苏省特色田园乡
村建设工作联席会议公布了江
苏省第三批次特色田园乡村，
汾湖高新区（黎里镇）的东联
村许庄名列其中。这是继震泽
镇众安桥村谢家路之后，吴江

第二个被命名的省级特色田园乡
村。

在省级特色田园乡村创建过
程中，汾湖高新区根据村级经济、
自然禀赋、风貌形态，选择了东联
许庄打造“莼鲈原乡”的新乡村
示范生活区， （下转02版）

打造“莼鲈原乡”新乡村示范
汾湖东联许庄被命名为江苏省特色田园乡村

本报讯 （融媒记者黄新
泉） 为全面对接“姑苏八点
半 繁华吴江夜”吴江夜间经
济品牌，满足市民夜间消费需
求，促进夜经济发展，8月8
日，黎花建国度假酒店启动

“姑苏八点半 繁华黎花夜”主题
活动。区委书记李铭出席启动仪
式。

副区长、汾湖高新区党工委
副书记张炳高在致辞中表示，黎
花建国度假酒店是黎里古镇第一
家以度假为定位的高品质酒店，
其富有特色的食宿体验、贴心周
到的服务配套广受游客好评。希
望酒店能够继续瞄准长远目标，
深度融入一体化发展和古镇建设
的战略布局，努力建设成为长三
角地区休闲旅游度假的必来之
地。

（下转02版）

“姑苏八点半 繁华黎花夜”
主题活动启动

打响黎里旅游品牌 促进古镇夜间经济

本报讯（融媒记者孙鹏） 8
月8日上午，“创新引领 时尚赋
能”吴江区第六期民营企业家沙
龙在盛泽举行。本期沙龙活动为
纺织企业家专场，21位纺织企
业家代表围绕科技创新、纺织后
整理先进功能纤维创新中心建
设、东方丝绸市场有机更新、解

决行业发展困境等进行了交流发
言。区委副书记、代区长王国荣
出席活动。

本次活动采用“会场+现
场”的形式举行。沙龙开始之
前，与会人员实地参观了恒力智
能化车间。沙龙上，陈建华、唐
金奎、鲍惠荣、陈志明等企业家

畅所欲言，交流目前纺织产业发
展现状及遇到的问题，探讨推进
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路径。

今年4月，区委组织部启动
了“百人百企 助力发展”挂职
惠企工作，区委党建办副主任费
飞挂任恒力集团党委副书记。活
动现场，费飞与陈建华就如何更

好开展挂职惠企工作、为企业更
好服务、打造更优营商环境等问
题进行了面对面的沟通交流。

王国荣表示，今年上半年，
在座的企业家们负重奋进砥砺前
行，为经济社会稳定发展作出了
重要贡献。在困难面前，地方党
委、政府和企业家们紧密抱团，

共同谋划未来。这既是我们的自
觉行动，更是党中央的决策部署。
我们处在世界格局的变化之中，以
往讲求弯道超越、直道超越，现在
更要改道超越、换道超越。广大企
业家要看清趋势，掌握技术的变
革，要改工业化的思维方式为信息
化的思维方式， （下转02版）

让东方时尚以盛泽为原点走向世界
吴江区第六期民营企业家沙龙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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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岁女孩患罕见“亲吻病”
急需造血干细胞移植

今年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对
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前所未有
的挑战，也是对吴江经济社会各
方面、各环节的一次“突击考
试”。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吴
江经济社会运行逐步趋于正常，
而挑战与风险依然存在。全区上
下要紧紧咬住既定目标不动摇，

盯住短板弱项求突破，激发斗志
加油干。

在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状况
下，我们要不断巩固抗疫成果。
在这场“战疫”中，吴江的医疗
机构及公共卫生体系经受住了考
验，但疫情防控这根弦丝毫不能
放松，仍需梳理问题找差距，巩

固“战疫”成果，逐步逐项完善
吴江公共卫生体系。首先要大力
加强硬件设施建设，像区疾控中
心实验室建设、吴江区中医医院
异地新建、京东方（苏州）数字
医院等项目要加紧推进；其次要
不断优化软件建设，“防、控、
治”一体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

系、物资储备保障体系等要逐步
构建完善。夯实公共卫生服务基
层基础，筑牢“防火墙”，确保
疫情不反弹，让群众安心、放
心、舒心。

在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状况
下，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好中央
提出的“六稳”和“六保”工

作。当前，坚持稳中求进是各项
工作的总基调。4 月 17 日召开的
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加大

“六稳”工作力度，提出了保居民
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
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
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的“六
保”要求。 （下转02版）

奋楫前行逆势而上 积极应对困难挑战
——一论贯彻落实区委十三届十九次全会精神

本报评论员

本报讯（融媒记者姚瑶）英
诺赛科氮化镓项目是长三角生态
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首批亮
点项目之一。近日，记者在该项
目施工现场看到，尽管烈日炎
炎，工地上却一片繁忙，各施工
单位通力合作抢抓进度，整个项
目在快马加鞭推进中。

“主体工程已经完工，外墙
施工接近尾声，现在正在进行洁
净室装修和机电工程安装，绿化
工程也在同步进行中。预计下个
月中旬能够全部完工，搬入生产
设备。”英诺赛科（苏州）半导
体有限公司首席财务官钟山告诉

记者，该项目计划今年年底进入
试生产阶段，全线投产后年产值
预计可突破100亿元，可创造超
过2000个就业岗位。

作为省级重大产业项目，英
诺赛科氮化镓项目一期投资60
亿元，建成后将成为长三角地区
领先的集研发、设计、外延生
长、芯片制造于一体的第三代半
导体企业，填补我国高端半导体
器件的产业空白，并有望在5年
内形成百亿级规模的第三代半导
体材料器件产业基地。

氮化镓作为第三代半导体材
料的代表性材料，在新能源汽

车、激光雷达、快充及数据中心
等细分行业有着广泛的应用。钟
山告诉记者，8英寸硅基氮化镓
功率芯片产线的通线投产，意味
着制约我国第三代半导体产业的
技术瓶颈得到突破，将助力中国

“芯”实现突破，同时也可以为
吴江乃至整个长三角区域发展半
导体产业打下非常好的基础。

钟山表示，英诺赛科氮化镓
项目当初选择在汾湖落户，看中
的正是这里独有的区位优势和优
良的营商环境，随着长三角生态
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入
施工期， （下转02版）

借力一体化发展 助力中国“芯”突破
英诺赛科氮化镓项目年底进入试生产

今年是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
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双胜利”、示范区建设一周年的大
战大考之年。吴江全区上下勇于担当作为，努力
提高危中寻机、化危为机的能力，统筹做好常态
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即日起，
本报推出“危机中育新机 变局中开新局”栏
目，深入挖掘我区在统筹推进“双胜利”中的新
做法、新变化、新特征、新成就，敬请关注。

开
栏
语

本报讯（融媒记者蔡铭越）
上周吴江虽受台风影响，但高温
天数并不少。记者从区气象台获
悉，本周将是先雨后晴的天气，
高温当道，暑热威力十足。

最新的气象资料显示，本
周初有明显的雷阵雨天气，预
计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
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雨，最
高气温预计32℃，夜里雨止

转阴到多云。周中后期以晴热高
温天气为主，气温一路攀升，日
最高气温基本都在 35℃以上。
预计周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7℃
左右，出现在周日。而且，本周
的最低气温基本上都在29℃左
右。

气象台提醒，虽然已经立
秋，但是“秋老虎”仍在，大家
要做好防暑降温及防晒措施。

本周先雨后晴 高温当道

热热热！最高气温或达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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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保持金融总量适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