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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江智能制造从率先起跑到全省领跑
省级示范智能车间数量连续六年保持全省第一
融媒记者 李婧蕾

在江苏巨联环保有限公司
工业危废资源化处置车间的中
控室大屏上，记者可以清晰地
看到：各类固态半固态的工业
危险废物，通过回转窑燃烧的
方式进行减量化、资源化处
置，并实现各项因子达标排

放；同时，处置过程中产生的
余热通过可回收利用，生成工
业蒸汽供企业自用。
该公司危废事业部生产经
理贺亮介绍，目前，车间的上
料及备料系统、燃烧系统、锅
炉系统及烟气处理系统已经实

现了 100%智能化、100%联网
以及 100%中控系统监控。“车
间各个上料过程均通过自动装
置完成，通过无人自动作业或
远程操控作业，降低人员现场
作业的风险，并且，我们的车
间与省生态环境厅、城市消防
指挥中心 24 小时联网，为车间
的安全运行双重加码。
”
贺亮告诉记者，相比其他
同等级危废资源化处置车间，
该车间总体成本费用降幅达

20%；车间人数从改造前的 26
认定，新增数列苏州第一。
人减至 11 人，降低 57%；通过 “在‘十三五’期间，全区累
应用智能控制系统，对烟气处
计成功创建省级示范智能车间
理系统的处理参数进行实时监
134 个，占全市的 26.64%、全
控和分析，从而降低烟气排放
省的 10.3%，数量连续六年保
超标风险，环保超标率由 0.3%
持全省、全市第一。”区工信
降低至 0%，降幅达到 100%。 局局长徐惠林告诉记者。
由于改造成效显著，该车间于
智能车间数量的持续领
近日顺利通过了 2020 年江苏省
跑，是“十三五”期间吴江智
示范智能车间认定。
能工业快速发展的一个缩影。
据悉，此次我区共有 9 个
2015 年，国家吹响了智能工业
车间通过江苏省示范智能车间
的号角，
（下转 02 版）

在优质高效合作中互惠共赢
李铭会见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
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高层
本报讯（融媒记者王炜）昨
天下午，
区委书记李铭会见中国
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程开宇一行，
双方就深化合作展开深入交流。
李铭代表区委、区政府对
程开宇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
并简要介绍了吴江经济社会发
展特别是示范区成立一年来所
取得的丰硕成果。李铭说，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的实
施和沪苏同城化步伐的加快，
赋予吴江更广阔的发展前景。
吴江将做好对接上海大文章，

对照“世界级水乡人居文明典
范”，进一步集聚创新要素，在
汾湖率先打造更多生态优势转化
为经济发展优势的场景和样板，
当好示范区建设的苏州窗口、江
苏窗口，让汾湖成为令人向往的
地方。
李铭希望，中国电建集团华
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充分
发挥自身优势，调动央企资金、
人才、技术等资源力量，深耕吴
江、做大做强，参与国家战略，
展现新作为，
（下转 03 版）

江陵路快速化改造一期工程稳步推进

吴江区基层党员冬训启幕

部分地段开始上部结构施工

“冬令进补”
筑牢精神之基
本报讯 （融媒记者黄明娟） 彻 省 委 十 三 届 九 次全会、市委
党员冬训工作是基层党员学习理
十二届十一次全会、区第十三届
论、掌握政策、提升党性修养的
党代会第六次会议精神，深入学
有力载体。昨天上午，2020—
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
2021 年度苏州市吴江区基层党
史、社会主义发展史，认真学习
员冬训动员大会举行，正式拉开 《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
新一年冬训大幕。区委副书记钱
条例》。
斌作动员讲话。
钱斌在动员讲话中指出，党
据介绍，2020—2021 年度
员干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
全区基层党员冬训工作将持续
识冬训工作的重要意义。要在深
至 4 月底，期间将围绕 6 个专
刻领会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题进行集中教育培训，分别是
中谋划冬训工作，在深刻领会习
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苏重要讲话指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
示精神中开展冬训工作，
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下转 03 版）
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中央经
相关报道
02
济工作会议精神，深入学习贯

本报讯 （融媒记者姚瑶）
近日，记者从江陵路快速化改
造一期工程现场指挥部了解
到，目前，该工程全线具备施
工条件的段落已经完成钻孔灌
注桩、承台和墩柱的施工，陆
续进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
在江陵路主线首联现浇箱
梁的施工现场，记者看到，主
线首联现浇箱梁支架搭设已经
完工，施工人员正冒着严寒抓

征信业务管理迎新规
江陵社区的党员集中收看冬训直播。
江陵社区的党员集中收看冬训直播
。（吴斌
吴斌摄
摄）

生活垃圾焚烧厂二期建设加快推进
预计 2021 年 12 月底前竣工投产
本报讯 （融媒记者梅姚曦） （生活垃圾焚烧厂二期） 主体结
昨天，记者从苏州吴江光大环保
构到顶，预计在本月底总体工程
能源有限公司了解到，截至目
进度过半。
前，由该公司负责建设的吴江区
吴江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扩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扩容建设项目
容建设项目作为苏州市重点项目

紧绑扎钢筋、固定模板、清理现
场。近期，施工方将进行混凝土
浇筑。
江陵路快速化改造一期工程
2 标段项目经理陈志中告诉记
者，首联现浇箱梁的支架体系，
采用的是承插型盘扣式钢管支
架，和传统的碗扣支架相比，稳
定性和作业效率高，单杆极限荷
载可达 20 吨，相当于可安全承
载 5 头大象。
（下转 03 版）

和 吴 江 区 2020 年 民 生 实 事 项
目，总投资 17.02 亿元。该项目
是国内首个生活垃圾、一般工业
固废及污泥大型协同处理项目，
也是光大环保首个运用自主研发

的千吨级炉排炉焚烧发电项目。
苏州吴江光大环保能源有限
公司总经理苏小江介绍，生活垃
圾焚烧厂二期项目的建设将补齐
吴江生活垃圾焚烧处置的短板，

对吴江的生态环境影响意义深
远。该项目采用国际先进的烟气
处理工艺，污水实现零排放，烟
气排放标准优于欧盟 2010 标准，
（下转 06 版）

央行为信用信息采集划四条红线
新华社上海 1 月 12 日电
为提高征信业务活动的透明
度，保护信息主体合法权益，
推动信用信息在信息提供者、
征信机构和信息使用者之间依
法合规使用，央行 1 月 11 日
就 《征信业务管理办法 （征求
意见稿）》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
见。
自 2013 年 《征信业管理
条例》 颁布实施以来，我国征

信业进入快速发展的数字征信时
代，新的业态不 断 涌 现 ， 但 由
于缺乏明确的征信业务规则，
导致征信边界不清，信息主体
权益保护措施不到位等问题不
断出现。
《办法》 的推出符合征信业
规范发展的需要。《办法》 主要
包括四方面：一是对信用信息和
征信业务做了明确规定，使征信
监管有法可依； （下转 03 版）

干一行爱一行 专一行优一行

吴江 2 人获评“全国优秀农民工”

“科技+智能”助力传统纺企绿色转身
——震纶棉纺打造绿色工厂的背后

国家医保局发布新“两定办法”

融媒记者 王炜
上 个 月，江苏 省绿 色 工厂
（第一批） 入围名单公布，苏州
震纶棉纺有限公司成功入围。作
为一家传统纺企，震纶棉纺坚持
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理念，采用

吴江区融媒体中心出版

再生纤维素纤维替代棉花，再通
过设备智能升级、屋顶光伏发电
及强化节能减排、工艺提升、精细
管理等手段，
重点推动绿色改造，
真正实现棉纺制造企业的脱胎换

地址：
吴江区鲈乡南路 1887 号

骨。
昨天，记者在该公司的生产
车间看到，一排排长达数十米的
细纱机正在作业。乍一看，这里
与一般的棉纺车间并无不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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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统一刊号：
CN32-0124

仔细查看，车间地面上干净整
洁，空中不见浮尘，偌大的车间
里只有几名工人在设备边巡视。
据介绍，通过纺织生产与现
代互联网、物联网的融合，震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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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纺充分运用数字化、网络化、
智能化技术，把人、机器、原
料、工艺、环境和产品等要素变
成有机统一的大系统，
（下转 0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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