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是》 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为维护人民健康提供有力保障
16日

2020年9月
农历庚子年七月廿九

星期三

新华社北京 9 月 15 日电 9 月 16 日出版的第
18 期 《求是》 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 《构建
起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为维护人民健康提供有
力保障》。
文章强调，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石。我
们要强化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时刻防范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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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开创共建共促共赢合作良好局面
苏州大学未来校区建设现场推进会在吴江举行
本报讯 （融媒记者王炜）
昨天下午，苏州大学未来校区
建设现场推进会在我区举行，
并就办学模式、人才政策、合
作策略、国际合作伙伴等方面
展开了深入交流。苏州大学校
党委书记江涌、校长熊思东、
党委副书记邓敏，区委书记李
铭，区委副书记、代区长王国
荣出席推进会。
会议听取了东太湖度假区

汇报苏州大学未来校区建设进
展、苏州大学学科建设办汇报
未来校区学科发展与建设打算
等情况。
江涌对吴江区委、区政府
长期以来对苏州大学建设发展
的关心与支持表示感谢。
他说，
吴江苏州大学未来校区建设专
班敬业高效的工作，校区建设
的快速推进给大家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也让我们对未来校区

下一步的发展充满信心。未来
步加强与恒力等有关企业的合作，
校区要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
加速技术创新与科技成果转化。
前沿化、
科技成果转化的市场化
江涌表示，通过苏大和吴江
方面不断推进，特别是要聚焦
的共同努力，把苏大未来校区打
生物医药、未来通信与人工智
造成高等教育深化改革体制机制
能等，
加强国际化的人才培养， “试验区”
、人才培养国际化“先
进一步加强与吴江的互动、联
行区”、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
系、相关工作的对接。
要充分利
化“孵化器”，真正参与到长三
用苏大原有学科资源的优势， 角一体化示范区的建设中来，打
包括结合吴江区的产业发展， 造成服务于国家战略、服务于区
在与亨通合作的基础上，进一
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示范点，助推

吴江区域综合实力不断提升的科
技创新“强引擎”
，努力为长三角
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贡献力量。
李铭在讲话中指出，经济发
展最重要的是创新，创新最重要
的是人才，人才最重要的是教
育。教育产业是未来产业，吴江
历来崇文重教，吴江需要有一所
高校来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来满足吴江百姓对大学的期
盼。
（下转 03 版）

市委优化营商环境巡察组进驻吴江开发区

助推营商环境建设走在示范区最前列
本报讯 （融媒记者周成瑜） 飞传达了十二届市委第十轮巡察
根据市委统一部署，2020 年 9 月
暨危化品安全生产专项巡察动员
8 日，市委优化营商环境第二专
部署会主要精神，
区委书记、吴江
项巡察组巡察吴江经济技术开发
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李铭
区党工委工作动员会召开。会上， 就配合支持巡察工作提出要求。
市委优化营商环境专项巡察组组
据悉，市委巡察组巡察吴江
长张永清作了动员讲话，对做好
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期间
巡察工作提出要求，市委优化营 （2020 年 9 月 8 日 —2020 年 11
商环境第二专项巡察组组长朱永
月 6 日） 设 专 门 值 班 电 话 ：

0512- 63150619， 接 收 短 信 手
机：18151968835，专门邮政信
箱：苏州邮政信箱 0429 号优化
营商环境第二专项巡察组，电子
信 箱 ： szswdsxcz@163.com，
同时在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
会、吴江区同里镇人民政府、吴
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保税区、
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人力资源服

务中心、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行
政审批中心、吴江科技创业园设
置联系信箱。受理电话时间为：
工作日 9:00~17:00。巡察组受
理信访时间截止到 2020 年 11 月
3 日 （节 假 日 期 间 正 常 接 收 来
信，暂停受理来电、来访）。
根据有关规定，巡察组主要
受理反映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党

工委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市委管
理的其他干部以及下一级主要负
责人、相关重点岗位干部 （含已
离退休、已调离） 的来信来电来
访，以及优化营商环境领域的相
关问题。其他不属于巡察受理范
围的信访问题，将按规定由吴江
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有关部门认真
处理。
（下转 03 版）

新湖村：乡风文明点亮小康生活
融媒记者 李梦卓
树、整齐有序的竹篱笆、造型各
异的公益宣传牌、绿色环保的车
位勾勒出一幅生态美、产业兴、
百姓富的美好新农村景象。
近年来，横扇街道新湖村着
力加强乡风文明建设，深入挖掘
文化特色，推进文化融合，以党
建为引领，培育时代文明新风
气，丰富和提升了“美丽乡村”

的内涵，整个村庄洋溢在一派和
谐欢乐的氛围里。
随着新湖村现代农业园的建
设发展，村民屋前绿化工程已初
显成效，一棵棵生机盎然的果

生健康领域重大风险。只有构建起强大的公共卫生
体系，健全预警响应机制，全面提升防控和救治能
力，织密防护网、筑牢筑实隔离墙，才能切实为维
护人民健康提供有力保障。
文章指出，要改革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疾
病预防控制体系是保护人民健康、保障公共卫生安
全、维护经济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 （下转 07 版）

小积分推动乡村治理
2020 年初，新湖村创新试
行人居环境文明积分制管理方

法，重点围绕农户常态化保洁、
院落美化、热心公益、热心助
人、先进典型等方面，科学合理
设置积分项目，实行“月检查、
月评分、季兑换”的检查评分制
度。由村工作人员、村民小组长
和村民代表组成考核小组，入户
进行检查评比，根据检查得分兑
换相应分值的日常生活用品。
在村两委的积极宣传和动员

下，全体村民积极参与到了人居
环境治理提升的火热实践中。从
原先的房前屋后杂乱堆放、违章
建筑随意搭建，到现在的房前屋
后自觉清扫、堆放整齐，庭院美
观、整洁有序，无不体现出村民
人居环境整治意识的不断提高、
文明积分考核活动的参与热情不
断提升。
（下转 03 版）

提升校园文化品位 丰富师生精神内涵
区教育局以文明校园建设助力文明城市创建

辽阳市领导来吴江考察
本 报 讯 （融 媒 记 者 赵 雪
棣） 昨天上午，辽宁省辽阳市
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高天宇来
我区考察民营经济，对我区民
营企业注重创新、依托党建引
领发展的做法给予高度评价。
苏州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姚
林荣陪同考察。
高天宇一行先后考察了博
众精工、亨通集团。博众精工
从生产工业自动化设备起家，
通过不断创新，到目前已经涉
足数字化工厂、关键零部件和
智能机器人三大领域。高天宇
详细询问公司的创新、研发和
销售情况。当了解到公司建立

了一支研发团队、每年将营销额
的 12%用于研发，高天宇对公
司注重创新发展的做法表示充分
肯定。他说，吴江、辽阳，一南
一北，经济发展差异很大，博众
精工人才集聚、创新发展的做法
值得辽阳学习。
亨通集团不仅靠战略创新、
人才创新、技术创新、机制创新
和资本创新发展企业，还积极通
过党建引领民企健康发展，提出
了“党建之于企业如同水之于混
凝土”“党组织是企业引领发展
的主心骨”等党建要求。公司已
经成为全球光纤集成商、网络服
务商，
（下转 02 版）

安庆市大观区党政代表团
来吴江考察
本报讯 （融媒记者王炜）
昨天上午，由安庆市大观区委
书记陆应平率领的党政代表团
来吴江考察高质量发展、机制
创新等方面的情况。区委书记
李铭对安庆市大观区党政代表
团来吴江考察表示欢迎并陪同
考察，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徐晓
枫陪同考察。
代表团一行实地考察了博
众精工、亨通集团、迈为科技
等企业，深入了解吴江民营企
业在科技创新、企业改革等方
面的好做法，对吴江民营企业
积极参与构建新发展格局，加

强基础研发、商业模式创新、管
理模式创新等，同时，通过加强
自主创新，集中突破一批“卡脖
子”关键共性技术，做强创新
链、拉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
不断做优做强做大，着力推动智
能互联网、大数据、云平台和完
备的吴江工业体系深度结合等方
面的经验表示赞赏。
代表团一行还考察了东太湖
生态园、太湖新城、东太湖旅游
度假区规划展示中心等地，东太
湖度假区（太湖新城）围绕“创新
湖区、乐居吴江”、产城融合、城
旅一体的定位， （下转 02 版）

区领导带队调研“C 位长安”
政法协同工作品牌建设

高质量推进平安法治一体化合作
本 报 讯 （融 媒 记 者 黄 明
娟） 打造“C 位长安”品牌是
青吴嘉三地政法系统服务保障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的
创新举措。昨天下午，区委副
书记、政法委书记钱斌带队，
赴汾湖高新区调研政法系统推
进高质量平安法治一体化合
作，打造“C 位长安”政法协
同工作品牌进展情况。
钱斌一行首先来到汾湖法
庭，从党建引领、跨域立案、
联合调解、人员互培、智能庭
审等方面，详细了解了长三角
审务一体化推进情况。钱斌对

该法庭开设诉讼服务专窗实现即
时跨域立案服务、创新云端审判
方式、加快纠纷跨域联调等方面
的积极尝试和有益探索表示肯
定。钱斌要求，在深化审务一体
化工作中，要紧紧围绕示范区建
设需要，紧扣市民和市场主体需
求，深化一体化协作子机制，更
好筑强司法保障桥头堡。
随后，钱斌一行前往长三角
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吴江
精准普法检察驿站，
该驿站以
“精
准普法、全域预防”为宗旨，从不
同领域、针对不同受众进行法治
宣传和普法教育。 （下转 03 版）

融媒记者 龙玥

整洁优美的校园环境、丰富
多彩的校园活动、气息浓郁的校
园文化，还有随处可见朝气蓬
勃、文明有礼的师生……如今的
校园，不仅有琅琅书声，更有一

吴江区融媒体中心出版

股股清新的文明之风扑面而来，
让人如沐春风。在吴江，无论是
城区学校，还是乡村学校，无不
让人感叹如今学校的变化之大、
建设之美。

地址：
吴江区鲈乡南路 1887 号

“创建文明城市对我们而言
是全员参与提升校园文化品位、
丰富师生精神内涵的契机。吴江
区教育系统以文明校园创建为切
入点，大力开展未成年人思想道
德建设，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从而不断提升校
园文明程度。”区政府教育督导
室副主任姚伟斌近日接受记者采
访时说。

邮编：
215200

国内统一刊号：
CN32-0124

建章立制为先手
强化督查构建强力工作机制
“吴江文明城市创建，学校
师生人人有责。”一句简单的口
号，体现了教育系统上下全员参
与文明城市创建的决心。
对于教育系统而言，文明城

总第 7995 期

本报服务热线：63498115

市创建工作面广量大，目前我区
112 所中小学、苏州青少年科技
馆被纳入测评点位。面对如此庞
杂的工作，吴江各级教育部门变
压力为动力，成立区教育系统文
明城市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各学
校成立相应的创建工作小组，“一
把手”亲自靠前抓，分管领导沉
底具体抓，逐项分解任务，层层
落实责任，
（下转 0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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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大医学院与区中医医院
建立附属医院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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