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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区委、区政府印发《苏州
市吴江区高质量发展产业政策的若干
实施意见（修订）》（简称《实施意
见》），其中对农业高质量发展提出
部分新的政策调整，进一步调优农业
产业结构，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此次出台的农业高质量发展政策
主要分为农业产业发展和农业生态两
部分，其中农业产业发展包含现代农
业园区、农业机械化、农业经营主
体、农业主导产业、农业结构调整5
个方面的奖补。近日，记者来到区农
业农村局，请农业农机科相关负责人
许露生就调整和新增的政策进行了解

读。
许露生介绍，新旧政策有几方面的

差异比较明显，其中一块对“现代农业
园区”扶持政策进行了修订，新增“对
园区内企业申报的项目，经认定，当年
新增投资100~200 （含）万元的，奖
励10万元；新增投资200~300 （含）
万元的，奖励20万元；新增投资300
万元以上的，奖励30万元”。

出台这一政策后，现代农业园区的
不少涉农主体感到十分欣喜。农户周先
生表示，有了这一补贴，不仅降低了部
分农业生产成本，对农户还是一个很好
的激励，能够更好地在吴江这片土地上

发展现代农业。
此外，新出台的农业高质量发展政

策中还对“菜篮子工程”扶持政策进行
了修订，适当放宽集体建设菜篮子工程
补助范围；对智慧农业农村奖补也进行
了修订，提高了农业信息化建设单个项
目的奖补限额，提高部、省、市认定的
智慧（数字）农业农村示范基地（单
位）的奖补标准，另外将开展智慧农村
包括数字乡村建设的涉农行政村列入扶
持范畴。

此外，政策中农业生态方面主要包
括生态补偿和畜禽废弃物处理奖补。

当前“三农”工作重心已向全面实

施乡村振兴、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转移，吴江农业正处在从传统农业向现
代农业转型的关键时期。近年来，农业
政策每年都有新的补充和完善，为吴江
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制定农业高质量发展政策的目的
就是强化政策引领示范，调优农业产业
结构，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进一步推
动农业产业化进程和农业生态文明建
设，努力走出一条生产技术先进、经
营规模适度、市场竞争力强、生态环
境可持续的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不断
提高吴江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
许露生说。

调优农业产业结构 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实施意见》中关于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解读

融媒记者 梅姚曦 实习生 舒诗

本报讯（见习记者黄栎蓉）
昨天上午，副区长汤卫明带领区
教育局、公安局、市场监管局、
消防救援大队等部门相关负责人
赴我区部分学校检查开学及校园
安全工作。

检查组一行首先来到震泽中
学，实地检查校园安全和开学第
一天的情况。汤卫明仔细听取学
校负责人有关开学准备、疫情防
控、职工到岗、教学安排、新学
期工作思路等方面的汇报，详细
询问学校目前招生情况。汤卫明
要求，学校要努力探索跨区域教
研机制，扎实推进长三角教育一
体化发展，让学生享受到更多的
优质教育资源。

随后，汤卫明一行来到笠泽
实验初中，检查了进校测温通道

以及学校食堂等重点区域。汤卫
明对学校错峰吃饭、隔位就餐、
校园人车分流等举措给予充分肯
定，提出就餐安全是校园管理工
作的重中之重，要确保师生的就
餐安全；同时，学校要落实好常
态化防疫工作，保障安全的校园
环境。

在长安实验幼儿园，汤卫明
仔细了解新学期幼儿园各项开学
工作，并与小朋友们亲切互
动。开学第一天天气晴朗，小
朋友们在户外开展锻炼、玩泥
巴、做手工等各项活动，校园
内充满欢声笑语。汤卫明充分
肯定了幼儿园培养小朋友动手能
力的教学思维，要求幼儿园继续
为小朋友营造安全和谐的校园环
境。

区领导检查开学及校园安全工作

营造安全和谐的校园环境

本报讯（融媒记者赵雪棣）今
天的项目，就是明天的产业。昨天
上午，震泽镇举行新春重大项目
集中开工仪式，麻漾新城商业邻
里中心、苏州博昱金属高精度新
材料项目等一批重大项目开工。
副区长季恒义、许诺参加活动。

2021年，震泽镇将实施区
级重点项目16个，总投资67.7
亿元。截至目前，已有7个新项
目顺利启动建设。

麻漾新城商业邻里中心，是
近几年震泽镇规模较大的现代服
务业项目，总投资达5亿元，落
成后将大幅改善震泽麻漾新城商
业配套，提升片区品质，方便群
众生活。苏州博昱金属高精度新
材料项目是震泽镇“退二优

二”、盘活资源的一个案例，吸
引了震泽镇本土优秀企业家回乡
创业，共谋发展。该项目由苏州
博昱金属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
设，总投资 3亿元，占地 20.7
亩。项目预计 2022 年 6 月建
成，将引进金属新材料智能生产
线，年产高精度金属新材料2万
吨，产品将广泛应用于电子、光
伏、新能源汽车、船舰散热器、
核电、轨道交通设备等领域，预
计可实现年销售额超5亿元、年
纳税额超千万元。

集中开工仪式后，与会人员
还参观了在建的礼德高性能高分
子环保滤材项目和精美峰实业有
限公司差别化化纤项目，感受震
泽镇企业欣欣向荣的发展氛围。

震泽镇举行新春重大项目集中开工仪式

推动经济发展再上新台阶

本报讯（融媒记者蔡铭越）寒假结
束，学生重返校园。昨天是开学的第一
天，为了确保学校周边通行秩序和交通
安全，交警们来到辖区学校门前开展护
学行动（如图，李勇杰摄）。

早上7点50分左右，吴模路上的
学校门口车来车往，有些拥堵。现场，
松陵交警中队的民警们分散在各个点
位，疏导周边滞留违停车辆，提示过往
车辆减速慢行、有序让行，和护学岗志

愿者一起指挥引导，为学生出行创造安全
通行条件。学校门口，送孩子来上学的汽
车和电动自行车得以有序通行，家长们牵
着孩子的手，听从指挥快速通过斑马线，
然后目送孩子进入学校。

交警提醒广大驾驶员，早晚高峰期，
尽量避免通过学校门口拥堵路段，如果避
免不了，一定要按照交通指示通行；家长
在接送孩子时要遵守交通规则，注意靠边
停车，不过多滞留，以免造成拥堵。

开 学 第 一 天 交 警 来 护 航

本报讯（贝洁颖 融媒记者
徐艳）春节假期结束，员工陆续
返回工作岗位，企业也迎来复工
复产的高峰。连日来，桃源镇通
过周密部署、广泛宣传、精准服
务，严把节后企业复工复产安全
关。

日前，桃源镇党委委员、副
镇长柳楠带队来到相关企业开展
复工复产安全检查。在苏州罗森
助剂有限公司，复工复产指导组
在详细询问了企业开工情况和复
工复产前的准备工作后强调，化
工企业不同于一般企业，要严格
制订复工复产安全生产工作方
案，加强各类设备的安全试运行
检查，积极开展员工安全教育培

训，严防节后思想松懈，确保人员
和设备都以安全的状态进入正常生
产阶段。

复工复产指导组还走访了华源
控股、诗淇服饰、中涛纺织等企
业，发放《企业复工复产安全告知
书》，并要求企业落实好复工复产各
项要求，加强安全培训，特别是新
员工的三级教育。

记者了解到，为保障桃源镇企
业安全有序复工复产，桃源安监部
门及时把《企业复工复产安全告知
书》发送至各企业微信群，并从近
期开始，分成四个组对陆续开工的
企业进行安全指导服务，督促指导
企业落实复工复产安全生产工作，
坚决防范各类安全生产事故发生。

宣传引导 安全指导
桃源镇严把企业复工复产安全关

加快数字化转型 提升示范区成色
（上接01版）培育发展新一代信
息技术、新能源、绿色新材料、
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
极培育大数据、软件信息、文化
创意等新兴业态。要深入解放思
想，展现国家级的蓬勃朝气，跳
出“一时一地”的思维定式，以
更加开放的眼界激发更加强大的
活力，让国家级开发区和历史名
镇交相辉映，经济社会发展和生
态文明相得益彰。

李铭要求，开启新征程要激
昂斗志、一往无前。要有逢山开
路、遇水搭桥的闯劲，在体制机制
改革、发展模式创新上敢闯敢试、
先行先试。要有刀刃向内、自我革
新的干劲，突出创新引领，进一步
集聚创新要素，形成创新爆发力，
构建最优创新生态，打造创新高
地。要保持定力，有玉汝于成的韧
劲，把已取得成绩作为事业发展
的新的起跑线，大力弘扬“三牛”
时代精神，拿出更多的真招、实
招、硬招，实干苦干加油干。

李铭强调，开启新征程要带
着情怀、永葆初心。要让群众更
加满意，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
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扛起

“问题到我为止”的担当，做到

发现一桩问题、解决一桩问题，
切实提高群众感受度。要让企业
更加认可，干部要主动上门、主
动服务感动客商，加快实现“审
批事项最少、审批时限最短、服
务质量最优”，推动营商环境再
优化再提升。要让人才更加向
往，营造最优人才生态，用好沪
苏同城化平台，加快引进上海及
周边区域的教育、医疗等优质资
源，让人才在吴江也能享受到最
一流的公共服务，全力打造“创
业者乐园、创新者天堂”。

李铭希望吴江开发区在新征
程上有新激励新担当，让担当作
为成为开发区干部鲜明的标识；
要切实抓好市委优化营商环境巡
察反馈问题整改，把整改逐项落
实到优化营商环境的具体行动
中，塑造综合最优发展环境。

区委常委、吴江开发区党工
委副书记王牟主持会议，就贯彻
落实会议精神进行了部署。

会上，表彰了一批先进集体和
个人；亨通、中达、京东方、博众、明
志五家企业负责人作交流发言；吴
江开发区经济发展局介绍了吴江
开发区推进制造业智能化改造和
数字化转型三年行动计划。

铆足“牛劲”开启新篇章
（上接01版）在重点企业发展上，力争今年
能有2家以上税收亿元的企业。紧贴震泽实
际，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实施
新一轮智能工业发展行动，引导企业加大科
技创新投入。主攻成长性好、技术含量高的
新兴产业项目，打造“隐形冠军”梯队，形
成一批“新地标”企业。与此同时，大力推
进彩钢板、绢纺等行业抱团发展。

会议表彰了震泽镇经济工作先进企业和
先进个人、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先进集体
以及“慈善贡献奖”先进企业和单位。

据了解，本次会议采用网络视频直播形
式，各村（社区）设立分会场组织收听收
看，区融媒体中心进行了全程直播。

又讯（融媒记者颜贝贝）新春伊始，万

象更新。21日，2021年七都镇新春经济工作
表彰大会举行，弘扬典型、表彰先进，动员全
镇上下坚定扛起“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
前列”的光荣使命，加快打造更高标准、更足
成色的现代化滨湖精致创意新镇。

会议要求，广大企业家要谋划开新局，锚
定“实干担当”的突破方向不止步，做精主
业、敢于争先，牢牢牵住高质量发展“牛鼻
子”；顺时应势、与时俱进，奋力甩开高质量
发展“牛蹄子”；真诚拼搏、创新实干，坚实
挺起高质量发展“牛脊骨”，发挥新时代企业
家精神，为七都“十四五”新征程助力添彩。
各条线、各部门要优化环境、全程服务，时刻
涵养高质量发展“牛精神”，当好金牌“店小
二”，全力打造“创业者乐园、创新者天堂”。

人勤春来早 田间农事忙
（上接 01 版） 早播小麦已经开始拔节。区
农业技术服务中心副主任林忠成介绍，今
年全区小麦实种面积13.4万亩，目前苗情
长势总体较好，已达到常年水平。

“当前是春耕备耕关键时期，麦菜田里

要重点做好清沟、除草、施肥三方面工作。尤
其在小麦拔节孕穗时期，施好拔节孕穗肥，既
能促进大穗孕育，又能促进高效叶片生长，增
加粒重，为夏熟丰收打下良好基础。”林忠成
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