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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融媒记者黄明娟）
昨天上午，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
化发展示范区慈善工作座谈会在
我区召开，听取吴江相关工作汇
报，并现场考察我区经济社会发
展情况。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理事
长钟燕群，江苏省慈善总会会长
蒋宏坤，浙江省慈善联合总会会

长陈加元，安徽省慈善与社会福
利协会会长吴旭军，苏州市委常
委、统战部部长姚林荣，苏州市
慈善总会会长徐国强，区委书记
李铭、区委副书记钱斌参加座谈
或考察。

座谈会上，与会人员听取了
我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介绍，重

点了解我区推进公益事业和慈善
事业方面的积极成效。近年来，
我区积极鼓励引导社会力量参与
公益、奉献爱心，举办新春慈善
募捐、慈善“一日捐”等活动，
越来越多的企业、社会人士参与
进来。2020年新春慈善募捐资
金 7900 万元；2018 年至 2020

年区慈善总会共计募集善款2.56
亿元。同时，亨通慈善基金会连
续十年开展助残“圆梦行动”，
累积帮助 2600 多户残疾人家
庭，建立拥军关爱基金，定向帮
扶困难退役军人，亨通集团董事
局主席崔根良获“全国十大慈善
家”称号；通鼎集团董事局主席

沈小平3次蝉联“全国十大慈善
家”，并当选为中华慈善联合会副
会长；恒力集团近年来各类捐款
累计超10亿元，抗疫期间捐赠
1.2亿元人民币以及2.1万套防护
服用于抗击疫情，其中1亿元人
民币用于建设武汉“火神山”和

“雷神山”医院。 （下转02版）

长三角三省一市慈善总会领导来吴江考察

把示范区建设成充满大爱的上善之地

本报讯（融媒记者黄新泉）
“请问市场监督管理局，在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如何保
障市场稳定供应？”“公安局在
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如
何做到依法有效管控？”昨天下
午，区人大常委会召开关于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工作
专题询问会。区人大常委会主
任徐晓枫出席会议并讲话。

近年来，全国范围内重大
公共卫生事件屡有发生，在应
对疫情挑战的过程中，我区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能力稳步提
升，表现为法律制度体系不断完
善、高效指挥体系逐步建立、预
警监测能力不断强化、医疗救治
水平稳步提升、应急处置能力不
断加强。

会上，区人大常委会部分组
成人员及部分人大代表分别就市
场保供、危机管控、学校在线教
育、应急物资生产等方面进行询
问，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安局、
教育局等部门相关负责人在现场
进行一一作答。 （下转02版）

区人大常委会开展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应急管理工作专题询问

提升重大疫情防控救治能力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乡村振

兴大有可为。江村作为中国农村
对外展示的窗口，更是备受瞩
目。此前，吴江召开开弦弓村综
合提升项目建设指挥部第一次工

作会议，明确要举全区之力打造
“中国·江村”乡村振兴示范区，全
面拉开了项目建设大幕。目前，中
国·江村综合提升示范项目正在
按时间节点高效有序推进，一幅

江南乡村美景图正徐徐展开。
在七都镇开弦弓村，美丽的

小清河穿村而过，从高空俯瞰，
南村河道像张弓，北村河道像支
箭，开弦弓村的村名正是由此而
来。费孝通先生曾沿着小清河进
行社会调查，循着费老的足迹，
村里修缮了小清河景观步道。据
开弦弓村党委书记沈斌介绍，小

清河景观工程是中国·江村综合
提升示范项目中的重要内容，步
道长约300米，蜿蜒曲折，沿着
小清河徐徐前行，可以感受江村
质朴的烟火气息。

今年以来，江村文化礼堂、
江村市集也陆续投入使用，成为
了村里兼具颜值与内涵的网红打
卡点。温暖的原木色系装修与村

内质朴清雅的江南建筑相融合，
让江村礼堂旧址和老菜市场焕然
一新。“自江村文化礼堂投入使用
以来，举办了各类文化活动，进
一步丰富了村民的精神文化需
求；江村市集的开张，也方便了
百姓的日常生活，为大家买菜提
供一个更加舒适、整洁的环境。”
沈斌告诉记者。 （下转03版）

中国·江村综合提升示范项目有序推进

打造长三角地区乡村振兴样板
融媒记者 李婧蕾

本报讯（融媒记者周成瑜）
昨天上午，区统计局召开媒体通
气会，通报了今年前三季度全区
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记者了解
到，前三季度，全区固定资产投
资实现了今年以来首次由负转
正，完成投资额 479.66 亿元，
同比增长0.4%，增速较上半年
提升了3.1个百分点。

区统计局工业科科长沈敏芳

介绍，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支撑
点主要在工业投资领域，前三季
度 全 区 累 计 完 成 工 业 投 资
165.31亿元，增长16.7%，其中
像英诺赛科氮化镓项目、恒力年
产20万吨高性能车用工业丝技
改项目等一大批优质大型项目的
稳步推进，对工业投资增长起到
了极大拉动作用。

今年以来，全区上下集中发

力，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推动
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随着各项
政策效用进一步释放，主要经济
指标持续回暖，各领域向好态势
明显。

初步核算，前三季度吴江实
现地区生产总值1396.50亿元，
按 可 比 价 计 算 ， 同 比 增 长
0.3%，增速较上半年提升0.5个
百分点。其中，第一产业实现增

加 值 18.55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24.9%；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
711.27 亿元，同比增长 0.1%；
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666.68亿
元，同比下降0.2%。区统计局
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许国江分
析，虽然目前全区文旅消费业已
经破冰复苏，但由于前期受疫情
冲击影响，很长一段时间表现低
迷，这是导致第三产业增加值同

比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两项收入方面，吴江增势稳

健。前三季度，全区共完成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 183.70 亿元，增长
6.5%。其中税收收入166.53亿元，
增长3.8%，税收占比90.7%，高于
苏州大市4.0个百分点。全体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44896元，其中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3233元，
增长2.8%； （下转03版）

前三季度吴江经济持续回暖
固定资产投资今年以来首次由负转正

本报讯（融媒记者王炜）
昨天下午，国家发改委地区司
副司长张东强一行，赴汾湖高
新区考察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
化发展示范区建设。上海市政
府副秘书长、市发改委主任、
示范区执委会主任马春雷，上
海市发改委副主任、示范区执
委会副主任张忠伟，区委书记
李铭陪同考察。

考察中，李铭向张东强一
行汇报了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

先行启动区规划建设情况。张
东强对吴江坚决落实长三角一
体化国家战略，扛起一体化示
范区担当，做好对接上海、融
入大文章所取得的成绩给予充
分肯定，希望吴江进一步改善
生态环境，做强特色产业，在
一体化中扛起更大担当，在践
行长三角新使命、构建新发展
格局中，展现更大作为。

张东强一行首先考察了康
力大道东延工程，东航路—康

力大道省际断头路贯通工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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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车后，从吴江汾湖到
青浦金泽的行车时间将从二十
多分钟缩短至五分钟。张东强
表示，该条断头路的打通是一
体化的具体体现，对推进示范
区省际道路互联互通、促进区
域要素流动、方便百姓出行、
打破行政区划阻隔等都具有非
常重要的意义，也为长三角同

类项目推进提供示范，希望下一
步能继续推进更多的示范区省际
互联互通工程。

美丽湖泊群建设是长三角生
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汾湖先
行启动区重大工程建设项目。在
美丽湖泊群环元荡岸线贯通先导
段，张东强仔细察看项目规划建
设情况，作为示范区内首个跨域
生态修复试点项目，该项目以展
现自然生态的绿色湖岸景观为基
础，目前，工程建设已进入收尾

阶段，主体工程预计于10月底完
工。张东强表示，该项目实现了
青浦、吴江两地一体化治理，化
解了跨域协调、统筹定位、统一
标准等一体化方面的难点，提供
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他
希望吴江继续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持续开展
两地跨域无界治理，实现岸线贯
通、步道贯通，打造绿色生态廊
道，在生态保护和建设上带好
头、作示范。 （下转02版）

在一体化示范区建设中扛起更大担当
国家发改委地区司领导来吴江考察

本报讯 （融媒记者赵雪
棣） 昨天下午，辽宁省委常
委、统战部部长范继英，辽宁
省委副秘书长赵颖一行来我区
考察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江苏
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侨办
主任王华，苏州市委常委、统
战部部长姚林荣，区政协主席
李斌陪同考察。

范继英一行首先来到通鼎
集团。通鼎集团是为国家信息
通信建设提供线缆及配套产品
的排头兵企业，产品涵盖光纤
光棒、光电线缆、网络设备、
芯片模块、仪器仪表等，被认
定为2019年中国战略性新兴
产业领军企业100强、中国民
营企业 500强。在集团展示

厅，范继英详细听取了集团发展
历程的介绍，对集团坚持创新引
领发展给予肯定，特别是对集团
董事局主席沈小平把慈善作为第
二份职业给予高度评价。

在恒力集团，范继英一行深
入新投产的工业丝车间了解生产
情况，走进展示馆听取集团“从
一滴油到一匹布”全产业链发
展情况。恒力集团2017年挤进
世界500强行列，2019年以营
收 5567 亿元列世界 500 强第
107位、中国企业 500强第 28
位、中国制造业500强第8位。
范继英高度评价恒力集团发展取
得的成绩，特别是集团在辽宁的
炼化项目为东北振兴作出了贡
献。 （下转02版）

辽宁省领导来吴江考察

>>02

停车服务政府定价及指导价调整

停车免费时间将延长

新华社北京 10 月 27 日
电 记者日前从中国银保监会
获悉，9月末，民营企业贷款
较年初增加5.4万亿元，同比
多增1.6万亿元。

银保监会数据显示，9月
末，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14.8 万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30.5%。前三季度，新发放普
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利率较去年
全年下降0.82个百分点。9月
末，科研和技术服务行业贷款
同比增长22.3%，制造业贷款
较年初增加2万亿元，为去年

全年增量的2.6倍。
银保监会副主席梁涛表示，

下一步金融要更好服务经济结构
调整和转型升级。大幅增加对制
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中长期资
金支持。大力发展科技保险、专
利保险。完善扶贫小额信贷政
策，开发更多生态环保领域信贷
保险产品。同时持续深化金融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导大型银行
下沉服务，加快发展商业养老保
险，推动中小银行、理财、信
托、保险等重点领域改革实现突
破。

银保监会：

前9个月民营企业贷款
增加5.4万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