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1月21日电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
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一书，
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从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出发，重视
互联网、发展互联网、治理互联网，统筹协调涉及政
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等领域网络安全和信息
化重大问题，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实施一系列重大

举措，推动我国网信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走出一条中
国特色治网之道。习近平同志围绕网络强国建设发表一
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新
时代网信事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认真学习习近平同
志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论述，对于我们做好网络安全和
信息化各项工作、推进网络强国建设，开启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下转06版）

《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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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示 范 区 成 立 以
来，吴江人社全面对接
融入上海，在人才联合
培养评价服务、人力资
源、劳动关系、社会保
障等方面，与青浦接连
达成合作协议，推出一
系列措施，示范区建设
结出累累硕果。

▲
昨天上午，伴随着

深圳证券交易所内一声
清脆悠长的钟响，作为
吴江2021年首家上市企
业，通用电梯股份有限
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 业 板 IPO 上 演 “ 首
秀”，成为创业板全国电
梯行业第一股企业，也
成为吴江在深交所上市
的第12家公司。

▲

2017 年以来，吴江
建 成 高 标 准 养 殖 池 塘
4.36 万亩，以养殖尾水
循环利用和达标排放为
核心，高标准、严要求
推进太湖流域渔业产业
结构调整，促进水产养
殖业转型升级。

▲

当看到手机另一头
5 岁的女儿举起在学校
获得的奖状时，夫妻俩
不禁湿了眼眶。郝江和
张燕都是陕西人，来吴
江工作已经整整 7 年时
间，每年都回老家过年
的他们，今年为了响应
国家的号召决定留在吴
江过年。

本版责编/沈振亚 排版/高剑桥 校对/闵喜娟

拜登就任美国总统
特朗普未参加就职典礼

>>06

本报综合消息 在圆满完成各项预定议程后，
昨天下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苏州市
第十四届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在太湖国际会议中心
胜利闭幕。市政协主席周伟强主持会议，并作闭
幕讲话。

本次大会应到委员545名，实到委员490名。
大会首先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选举

办法》和补选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候选人名
单、选举工作人员名单。随后，以无记名投票的
方式，选举陆留生、俞杏楠为政协苏州市第十四届
委员会副主席；选举吴伟澎、闵正兵、陈大林、陈兴
南、徐刚为政协苏州市第十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

会议一致通过了市政协十四届五次会议决
议。会议还表彰了一批优秀政协委员和优秀提案。

市政协十四届
五次会议闭幕

陆留生、俞杏楠当选市政协副主席

本报讯（融媒记者梅姚曦）“在这款富有江南
风韵的真丝床品开发上，我们把江南的花鸟、园
林、桥廊等元素作为设计灵感，并结合数码印花
工艺，提升整体的色彩感和层次感。”昨天，在苏
州太湖雪丝绸股份有限公司的展厅内，公司行政
总监刘伟向记者介绍了2020年公司入选江苏省优
秀版权作品产业转化重点培育项目的家纺产品，
该项目围绕优秀版权作品《江南风雅》进行转化
开发。 （下转06版）

将版权保护理念
融入产品创新的每个环节

太湖雪以版权保护
激发设计开发热情

连日来，参加苏州市十六届人大五次会议的
吴江代表认真审议政府工作报告等，结合各自工
作实际，从加快推进一体化示范区建设、沪苏同
城化、促进产业转型等方面谈体会、提建议、话
落实。

把纺织业打造成时尚产业

沈春荣代表认为，“十三五”时期苏州各项事
业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让人倍感振奋。李亚平市长
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坚守实业，打响苏州
制造品牌，切中要害，提纲挈领。 （下转06版）

谱写高质量发展
新篇章

吴江代表团继续审议各项工作报告
融媒记者 孙鹏

本报讯 （融媒记者梅姚曦） 日
前，记者从区农业农村局了解到，农
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公布了国家
级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第十五批）
名单，吴江万顷太湖蟹养殖有限公司
榜上有名。

吴江万顷太湖蟹养殖有限公司是

省级农业龙头企业，养殖场位于横扇
街道双湾村，生态环境优越、主干道
路平整、水质清澈见底、饵料资源丰
富，同时严格落实管理制度，实行从
扣蟹培育、成蟹养殖、市场营销全程
溯源监控管理，达到了“生态环境
美、设施装备全、生产方式优、产业

融合高、尾水处理好”的国家级水产
健康养殖示范场建设标准。

近年来，吴江区大力发展绿色健
康水产养殖业，通过制定《吴江区关
于加快推进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的实
施意见》《吴江区主要水产品种生态
养殖技术规范》等，优化水产养殖生

产布局，推广生态健康养殖模式。2017
年以来，吴江建成高标准养殖池塘4.36
万亩，以养殖尾水循环利用和达标排放
为核心，高标准、严要求推进太湖流域
渔业产业结构调整，促进水产养殖业转
型升级。

（下转06版）

以典型示范推动现代渔业高质量发展

万顷公司获评国家级荣誉

“爸、妈，今年过年我和媳妇儿
就不回去过年了，女儿就托付给你们
了，自己一定要保重好身体，年后等
疫情好转了，我和燕儿一定回家去看
你们……”

昨天，记者见到郝江的时候，他
和媳妇张燕正趁着午休的空当和爸妈

视频通话。当看到手机另一头5岁的
女儿举起在学校获得的奖状时，夫妻
俩不禁湿了眼眶。郝江和张燕都是陕
西人，来吴江工作已经整整7年时间，
每年都回老家过年的他们，今年为了
响应国家的号召决定留在吴江过年。

“一年了，特别想家人，尤其是

女儿，其实之前也在犹豫要不要回
家，后来和媳妇商量了一下，与其在
路上承担风险，还不如等疫情好转了
再安安全全地回家。”心中虽有万分
不舍，但夫妻俩说，短暂的分离是为
了下次更好地相聚。

有这样想法的人还不在少数，郝

江说，他的许多同事、老乡都选择就地
过年。 （下转02版）

短暂的分离是为了更好地相聚

这一次，他们选择留在吴江过大年
融媒记者 龙玥

本报讯（融媒记者王炜）新年伊
始，吴江上市工作迎来“开门红”，
资本市场的“吴江板块”再扩容。昨
天上午，伴随着深圳证券交易所内一
声清脆悠长的钟响，作为吴江2021
年首家上市企业，通用电梯股份有限
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IPO上
演“首秀”，成为创业板全国电梯行
业第一股企业，也成为吴江在深交所

上市的第12家公司。区委副书记、
区长王国荣和通用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徐志明等为“通用电梯”敲响
开市宝钟。

通用电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通
用电梯”，股票代码“300931”，发
行价格为4.31元／股，发行数量为
6004万股，开盘价16.20元，涨幅达
275.87%，开盘长红。

王国荣在致辞中代表区委、区政
府向通用电梯成功上市表示祝贺。他
说，成立于2003年的通用电梯是吴
江电梯行业的杰出代表，在拼搏奋
进、锐意进取的徐志明董事长的带领
下，公司产品覆盖全球，已与40多
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
积累了领域内多项核心技术和发明专
利。

王国荣希望，通用电梯以上市为新
起点，借助资本市场的东风进一步发展
壮大，以优异的业绩回报股东、回报投
资者、回报社会，勇当“智能制造吴江
模式”领头羊，为吴江打造“创新湖
区”、建设“乐居之城”，坚定走在一体
化示范区建设最前列贡献新的更多力量。

此次登陆创业板的通用电梯股份有
限公司位于七都镇， （下转06版）

通用电梯在深交所挂牌上市
成为创业板全国电梯行业第一股

老袁是上海人，作为高层次人
才，他被亨通集团引进，成为集团下
属一家高科技公司的研发经理。在去
年的姑苏重点产业紧缺人才计划申报
过程中，因为具有高级工程师任职资
格，他获得了2分加分，顺利通过认
定。“我的高级职称是2015年由上海
市人社局认定的，没想到吴江同样认
可。”老袁说。

事实上，不止是职称，吴江和青
浦在职业资格、继续教育学时等方面
也可互认，打破了使用壁垒。

吴江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最前
沿，是沪苏同城化发展的排头兵。自

示范区成立以来，吴江人社全面对接
融入上海，在人才联合培养评价服
务、人力资源、劳动关系、社会保障
等方面，与青浦接连达成合作协议，
推出一系列措施，示范区建设结出累
累硕果。

上海精翔塑胶模具有限公司是一
家专业从事塑胶模具设计、制作和生
产并辅以产品的纹理处理后加工的企
业，急需招聘CNC操作员，但在当

地一直没能找到合适人选。最近，通过
汾湖人才网，公司顺利招到了 5名员
工，解了燃眉之急。

像上海精翔这样的案例，当前已然
屡见不鲜。汾湖人才网自去年7月改版
上线以来，已有580家企业和5000名求
职者注册，其中，来自上海的分别有60
家、800名，不少企业通过人才网招到
了机电维修工、机加工、电梯安装维修
工等急缺人员。 （下转02版）

信息联通、资格互认、资源共享……自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成

立以来，吴江人社在多个方面与青浦接连达成合作协议，推出一系列措施——

步履铿锵跑出对接上海“加速度”
融媒记者 杨华

开栏语：在长三角一
体化进程中，上海发挥着
龙头带动作用。走在沪苏
同城化前列，是吴江“十
四五”期间的重要任务。
即日起，本报开设“加速沪
苏同城化”栏目，关注吴江
带头学习上海、对接上
海、融入上海，加强同城
化、提升协同性的举措、
亮点和成效。敬请关注。

□ 关注苏州两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