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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融媒记者史韫
倩）昨天下午，记者从区统计
局召开的2020年国民经济运
行情况媒体通气会上获悉，
2020 年我区 GDP 首次突破
2000 亿 元 大 关 ， 达 到 了
2002.83亿元，迈上历史性新
台阶。

据区统计局总统计师陈建
芬介绍， 按可比价计算 ，
2020年全区实现地区生产总
值比上年同期增长0.6%。分
产业看，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
37.50亿元，第二产业实现增
加值1000.20亿元，第三产业
实现增加值965.13亿元。回

顾过去五年，吴江GDP的年
均增长达到了5.9%，充分展
现了吴江扎实的产业基础和雄
厚的经济实力。

在两项收入方面，全年完
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36.48
亿元，增长6.0%。其中税收
收 入 213.13 亿 元 ， 增 长

4.0%，税收占比90.1%。2020
年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59997 元，增长 4.3%，高于
GDP增速。其中，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70910元，增长
3.3%；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37216元，增长6.7%。

2020年，全区上下集中发

力，抢抓国家战略机遇，全区经
济运行呈现稳中有进、积极向好
的发展态势。从1至12月月报情
况看，全年实现工业总产值4350
亿元，同比下降3.3%。其中，规
上工业总产值3578.55亿元，下
降4.2%。备受关注的四大主导产
业方面， （下转06版）

2020年全区经济运行态势稳中有进积极向好

GDP首次突破2000亿元大关

本报讯 （见习记者黄栎
蓉） 根据吴江区基层党员冬
训工作的总体安排，昨天上
午，全区基层党员冬训第三
次集中电视党课开课，通过
电视、网络直播对党员进行
党课辅导。

课上，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局长徐惠林以“新形势下吴江
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思考”
为主题，从数字经济发展态
势、数字经济与数字技术重点

领域、对吴江发展数字经济推动
高质量发展的思考等方面，系统
全面地介绍了数字经济的基本概
念与发展前景。

区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局长石
荣围绕“建设文化强区，打造江
南文化品牌”主题，从“坚定文
化自信，展现吴江底气”“繁荣
文化事业，建设文化强区”“推
动文化创新，打造江南文化”三
个方面，细致深入地解读了吴江
建设文化强区的发展路径。

党员冬训第三次集中电视党课开课

本报讯（融媒记者黄明娟）昨
天下午，区疫情防控指挥部社会
及社区防控组工作会议召开，对
进一步抓好抓实全区冬春季特别
是春节期间疫情防控社会及社区
工作进行再部署、再推进。区委副
书记、政法委书记钱斌出席会议。

会上通报了我区近期疫情防

控形势和相关工作情况。当前，
我区处于常态化疫情防控时期，
社会及社区防控工作主要围绕三
个方面重点展开，包括入境来吴
人员解除隔离后健康管理、中高
风险地区来吴人员核查、社会及
社区排查。据悉，我区每日投入
网格工作人员3100余人，结合

排查走访、防疫宣传等工作，在
899个网格内开展24小时地毯
式排摸。同时，加强了汽车站、宾
馆、饭店、网吧等人员密集场所和
重点部位的健康码核查核验工
作，切实织紧织密疫情防控网。

钱斌指出，入冬以来，新冠
肺炎疫情流行加速，疫情防控形

势严峻复杂。全区上下要进一步
强化责任落实，抓统筹协调、抓
责任体系、抓全时待命；要进一
步强化重点管控，尤其要加强对
重点人群、重点场所、重点事项
的管控；要进一步强化防控能
力，提升大数据引领力、应急处
置能力、群防群控能力；要进一

步强化宣传引导，注重正面宣传
引导、加强健康卫生教育、开展
爱国卫生运动、发挥先进典型作
用，真正筑牢疫情防控的铜墙铁
壁，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

副区长、区公安局局长李文
斌主持会议。

区疫情防控指挥部社会及社区防控组工作会议召开

织紧织密疫情防控网

本报讯（融媒记者姚瑶）昨
天上午，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徐晓
枫带队赴松陵街道、横扇街道、
八坼街道的部分村，走访调研农
村地区疫情防控工作。

徐晓枫一行首先来到松陵街
道南厍村，详细了解该村的疫情
防控情况。南厍村共有86户出
租户，目前，工作人员通过逐户

走访发放告知书，明确防疫要
求。同时，村内还通过悬挂横
幅、定期更新高低风险区域告示
等方式开展日常防疫宣传。徐晓
枫要求，继续在宣传上下功夫，
加强实地走访联系，逐户排查到
位，掌握人员动向，强化应急值
守与应急处置。特别是对于南厍
村的民居客栈，要加强人员管

理，做好应急预案等，严格落实
疫情防控的各项要求。

“如果遇到高风险区域来的
人员，你们的工作流程是怎么
样的？低风险区域的人员到村
里，你们又会怎么操作？”在横
扇街道菀南村，徐晓枫仔细询问
了工作人员在遇到情况后的应急
处理方法，并详细了解村内防控

物资储备、入户宣传等情况。徐
晓枫强调，要结合村庄实际情
况，采取接地气的宣传方式、人
性化的管理举措，保障好村民的
健康安全。

随后，徐晓枫来到八坼街
道双联村，听取该村疫情防控
工作汇报，详细了解中高风险
地区返吴人员摸排情况。徐晓

枫要求，要切实加强人员及车辆
出入检查、信息登记、体温测量
等工作，大力宣传疫情防控知
识，让更多的村民知晓疫情防控
情况，增强自我防控意识，减少
人员聚集现象，构筑疫情防控坚
固防线。

区领导万利、张志成、谢王
挽参加调研。

区领导走访调研疫情防控工作

构筑农村地区疫情防控坚固防线

本报讯（融媒记者黄明娟）
昨天上午，区委副书记、区长王
国荣带队，赴汾湖高新区（黎里
镇）调研疫情防控工作。王国荣
强调，要深入贯彻中央关于疫情
防控的有关精神及省市关于冬春
季疫情防控工作的各项部署要
求，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压实
责任，完善应急预案，落细落实

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全力巩固
来之不易的“战疫”成果，切实
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
全。区政协主席李斌参加调研。

王国荣一行首先来到莘塔敬
老院。特殊时期，该处作为集中
隔离点之一，临时安置返吴需要
隔离的人员。王国荣详细听取当
前隔离点运行状况、房间配置、

医护人员配备、被隔离人员食宿
安排等情况介绍，与防疫一线工
作人员亲切交谈。王国荣强调，
要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克服厌倦
情绪和懈怠心理，严格落实各项
防控措施，切实做好集中隔离观
察和各项服务管理工作，保障充
足的物资供给，为被隔离人员提
供良好的居住环境，体现人文关

怀。在用心服务被隔离人员的同
时，确保防疫人员做好自身安全
防护。

随后，王国荣一行来到汾湖
高新区管委会2楼防疫物资临时
储备点。王国荣详细了解了当前
防疫物资储备、采购渠道、日常
管理等情况。他强调，要狠抓基
础保障，做到物资充足、设施齐

备、技术支撑有力，物资数量做
到底数清晰、登记精准，确保在
应急突发情况之下，防疫物资统
一科学分配管理，实现保障重
点、兼顾其他，最大限度发挥防
疫物资效用，为全区疫情防控提
供更加坚实可靠的物资保障。

区领导张炳高、朱建文、高
建民参加调研。

王国荣在调研疫情防控工作时强调

落细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

本报讯（融媒记者王炜）
1月 26日上午，江苏省第十
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在江苏大会堂隆重开幕，我区
各界人士通过多种途径收听收
看。大家纷纷表示，省委书记娄
勤俭的讲话和省长吴政隆所作
的政府工作报告，气势磅礴、鼓
舞人心、催人奋进，为“十四五”
开好局、起好步擘画了宏伟蓝
图，也让大家对新一年及“十
四五”充满更多美好期待，对
吴江未来发展增添了信心。

“娄勤俭书记在讲话中指
出，切实肩负起‘争当表率、
争做示范、走在前列’重大使

命，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
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凝心
聚力开启现代化建设新征程、谱
写‘强富美高’新篇章。听后很
受启发，也很受鼓舞。”苏州凯
灵箱包有限公司董事长申建新表
示，作为一家纺织箱包的高科技
企业，创新是我们发展的基石和
立身之本，我们将聚焦实业，不
断加强科技创新，以工匠精神做
精做专做强企业，打造属于吴江
的高质量自主品牌。

吴江建工混凝土制品有限公
司总经理杨雪明说，“十三五”时
期江苏取得了非凡的成绩，我们
每个人都为之振奋。（下转03版）

蓝图振奋人心
发展充满期待

我区社会各界收听收看省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

随着春节临近，年宵花销售
升温。昨天，记者在江城多个花
卉商店看到，各式各样的年宵花
琳 琅 满 目 ， 吸 引 了 市 民 前 来 选
购。图为市民在选购寓意吉祥的
年宵花卉。

（吴斌摄）

买年宵花
喜迎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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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局：

春节期间机票可免费退改

□ 关注江苏两会 □

本报讯（融媒记者龙玥）
昨天下午，区委副书记、区长
王国荣带队前往平望调研“平
望·四河汇集”相关工作并召
开座谈会。王国荣强调，作为
吴江唯一入选苏州“运河十景”
的项目，一定要高标准打造“平
望·四河汇集”，呈现大运河文
化带“最精彩的一段”。

座谈会上，王国荣听取了
“平望·四河汇集”相关工作情
况的汇报。平望依水而建、缘
水而兴、因水而美，素有“天
光水色，一望皆平”之美誉，

京杭大运河在平望境内与太浦河
交汇，形成了四河汇集，即大运
河、老运河、太浦河、 塘河。“平
望·四河汇集”的打造将坚持新老
呼应、两片联动，以“水、岸、城、
村、人”五大元素共生共荣。其中，
吴江运河文化旅游景区依托“一
桥、一寺、一道、一湖、一集”景观，
以“京杭大集”呈现运河生活新场
景；运浦湾片区则聚集“一塔、一
驿、一带、一院、一品”，将四河元
素、运河文化融入经济发展、城镇
建设、民生服务全领域，描绘现代
版“运河繁华图”。 （下转03版）

王国荣调研“平望·四河汇集”相关工作

呈现大运河文化带
“最精彩的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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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

公路服务区不得擅自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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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江发出示范区首张
“跨省通办”不动产登记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