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芈昱廷成为
中国围棋第十一位“天元”

本报讯（融媒记者史韫倩）
稻花香里话振兴，丰收礼献二十
大。9 月 23 日，秋分时节，
2022年苏州市“中国农民丰收
节”在七都镇开弦弓村开幕。此
次丰收节以“庆丰收迎盛会，打
造新时代鱼米之乡”为主题，以
两山之路、乡土之乐、丰收之
悦、幸福之家和振兴之梦等五大
篇章串联出象征着丰收与振兴的

“丰收五部曲”，将举办一系列朴
素而温暖、简约而热烈的活动，
展现“新时代鱼米之乡”“新江
南空间”的美好图景。

中国农业国际合作促进会名
誉会长、国际农业智库主席翟虎
渠，江苏省农业农村厅二级巡视
员潘长胜，江苏省农业综合行政
执法监督局局长王明涛，苏州市
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黄爱军，
苏州市委副秘书长徐本，苏州市
农业农村局局长宁春生，吴江区
委书记李铭，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徐晓枫，区政协主席李斌等出席
活动。

自2018年设立“中国农民
丰收节”以来，这个节日在苏州
逐渐成风化俗、深入人心，成为

全市农民庆祝丰收的平台和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的窗口。苏州市积
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推动农业农村现代
化，全力打造新时代鱼米之乡的
苏州样板，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
二十大胜利召开。

黄爱军在开幕式上表示，改
革开放以来，苏州乡镇企业异军
突起，加快了农村工业化的进
程，形成了远近闻名的苏南模
式。党的十八大以来，市委市政

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
业农村现代化，致力于不断缩小城
与村、村与村之间的发展差距，提
高整体发展水平，让广大农民都能
过上与时代同步的美好生活。

黄爱军指出，举办“中国农民
丰收节”系列活动，就是要通过充
分展示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传递
重农崇农的价值取向，营造爱农知
农的浓厚氛围，凝聚助农富农的强
大力量，鼓励广大农民在农村这片
广阔的舞台上展现更大的作为，在

共建共享中开创美好的未来。接下
来，苏州将紧扣发展的要求，聚焦
群众的关切，探索高水平率先基本
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展现水平更
高、内涵更全、特色更鲜明、示范
引领性更强的乡村振兴新图景，打
造新时代鱼米之乡的苏州样板。苏
州将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加快打
造一系列精品示范区，推进农业更
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连片集
中地展示乡村振兴的多元成果，持
续提升广大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
和安全感，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
十大胜利召开。 （下转02版）

乡土间喜迎丰收 江村内共话振兴
苏州市“中国农民丰收节”在七都镇开弦弓村开幕

本报讯（融媒记者王炜）昨
天下午，2022江苏民营企业百强
发布会在南京召开。会上，发布
了“2022江苏民营企业200强”

“2022江苏民营企业制造业100
强”“2022江苏民营企业创新100
强”“2022 年度绿色发展领军企
业”四份榜单。恒力分别在“2022
江苏民营企业200强”“2022江苏
民营企业制造业100强”两份榜单
中再度登顶，盛虹紧随其后分别在
两份榜单中升至第二，亨通分别位
列两份榜单第九、第七，创吴江民
营企业在这两份榜单中的新高，
展现出吴江在全省民营经济和制
造业领域仍旧保持着稳健的发展
态势。通鼎集团董事局主席沈小
平作为百强企业代表作了发言。

民营企业是经济发展“强引
擎”，一直以来是吴江经济发展的
强大动力，“2022 江苏民营企业
200强”榜单入围门槛虽然有所提
升，但吴江民企表现依然亮眼。恒
力集团位居榜首，盛虹控股集团列
第二，亨通集团位列第九，通鼎集
团、永鼎集团、东方恒信资本控股
集团、德尔集团分别列第33位、
第51位、第87位和第155位，入
榜企业无论是营收规模还是净利
润都取得了显著增长，彰显了吴
江民营企业抗风险能力较强。

在“2022江苏民营企业制造
业100强”榜单中，恒力集团列
第一位，盛虹控股集团列第二
位、亨通集团列第七位，通鼎集
团、永鼎集团、东方恒信资本控
股集团和德尔集团分列第23位、
第37位、第60位和100位。

在同时发布的“2022江苏民
营企业创新100强”榜单中，亨
通集团列第二位、博众精工列第
十位、康力电梯列第41位、通鼎
互联列第46位、恒力化纤列第
66位、迈为科技列第69位、永
鼎股份列第70位。创新，是引领
民营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也是
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
局的关键环节。

今年还新发布了“2022年度
绿色发展领军企业”，盛虹集团有限公司、苏州吴江光大环保
能源有限公司榜上有名。

今年入围门槛进一步提高，“2022江苏民营企业200
强”入围门槛达67.43亿元，比上年增加8.83亿元；“2022江
苏民营企业制造业100强”入围门槛达96.2亿元，比上年增
加20.2亿元。 （下转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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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融媒记者龙玥） 9
月23日，区长王国荣主持召开
吴江区人民政府第27次常务会
议，学习贯彻落实全国安全生产
电视电话会议及省市续会精神，
审议相关内容，部署下一步工作。

会议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政治
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
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牢
牢把握新形势新任务，切实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
上来，更好地履职尽责、推动发

展。要推动政策落实，积极抢抓
政策窗口期，用足用好稳经济一
揽子政策措施和接续政策，提振
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培育壮大市
场主体和经济新动能，推动产业
结构优化升级，增强发展后劲。
要扛起责任担当，高效统筹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健全整治
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长效机
制，让广大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
力抓任务落实，以实际行动迎接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会议传达学习贯彻落实全国
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及省市续
会精神。会议指出，当前，正值
国庆前和党的二十大召开前的重
要时刻，全区上下要高度警醒、
加强调度，紧盯既有建筑、燃气
等重点方面，突出做好人员密集
场所的排查检查，做好国庆黄金
周期间重大活动、人员聚集场所
的应急预案和各方面准备，统筹
抓好安全生产、疫情防控和社会
稳定各项工作；要加强值守、落

实信息汇报传达制度，确保能第一
时间反应、第一时间处置，确保社
会大局安全稳定。

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苏州市
吴江区行政执法人员管理办法》
《苏州市吴江区行政执法辅助人员
管理办法》。会议指出，行政执法
人员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政府的形
象，要强化区级统筹，对于队伍的
建设管理需要出台统一的标准规
范，各板块各部门要按照管理办法
统一管理；管理办法要进一步细

化，注重宽严相济、法理相容，既
要体现严要求，也要体现人文关
怀，并在实施过程中逐步完善；要
进一步提高执法人员的专业素养，
加强对执法人员的监督，不断提升
行政执法水平和效率。

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苏州市
吴江区大数据有限公司组建方案》
《苏州市吴江粮食储备管理有限公司
组建方案》。组建大数据公司是推动
全区数字化发展取得更大实效的重
要举措。 （下转02版）

区政府第27次常务会议召开

保持高度警醒确保社会大局安全稳定

本报讯（融媒记者黄新泉）
记者从区科技局了解到，近日，
省科技厅公示了新一轮创新型领
军企业培育行动拟入库企业名
单，我区共有8家企业上榜，数
量占苏州大市三分之一，充分展

示出吴江科技创新的活力与强劲
势头。

根据名单，我区入选的8家
企业分别为博众精工、港虹纤
维、亨通光电、恒力化纤、永鼎
股份、康力电梯、通鼎互联、迈

为科技。
“入选新一轮创新型领军企

业培育行动拟入库企业，是荣
誉，更多的是责任。康力电梯将
持续加大创新研发力度，深化研
发与技术平台创新战略，优化政

策措施吸引高端人才，推动校企联
合培养人才，加强与知名高校研发
团队的产学研沟通，依靠科技创新
打造促进电梯产业链稳链补链强链
的链主企业定位，实现民族品牌、
产业报国、自强不息，带动整个产

业链的技术升级和价值提升。”康力
电梯总裁朱琳昊说。

近年来，区科技局始终坚持企
业的创新主体地位，落实好各级科
技政策，积极开展科技企业梯度培
育工作， （下转02版）

省新一轮创新型领军企业名单公示

吴江8家企业上榜 占全市三分之一

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 在中国新闻社建社
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向中新社全体同志
致以诚挚的祝贺。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中新社坚
持爱国主义的报道方针，坚持为侨服务，为讲好
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发挥了积极作用。

习近平希望中新社以建社70周年为新的起
点，创新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加快融合发展，提
高国际传播能力，增强报道亲和力和实效性，积
极联系海外华文媒体，为展现可信、可爱、可敬
的中国形象，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推动
中外文明交流、民心相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下转02版）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国新闻社建社70周年强调

创新国际传播话语体系提高国际传播能力

本报讯（融媒记者沈佳丽）
昨天上午，“锦绣中华 丝韵江
南”传统织染绣系列艺术与生活
展系列品牌活动线上新闻发布会
在盛泽镇举办。作为中国苏州江
南文化艺术·国际旅游节“丝韵
江南”板块重点活动，“锦绣中

华 丝韵江南”传统织染绣艺术
与生活展系列品牌活动将在10
月25日—11月5日正式亮相盛
泽，扛起振兴江南丝绸文化的大
旗，助推盛泽加速打造世界级丝
绸纺织产业创新集群。

据了解，此次系列品牌活动

分为“锦绣中华 丝韵江南”传
统织染绣艺术与生活展和“锦绣
中华 时尚绸都”振兴传统工艺
论坛两大部分，将汇集全国优秀
传统织绣印染技艺精品，同时围
绕江南文化这一核心元素，深入
挖掘盛泽丝绸的深度内涵。

“锦绣中华 丝韵江南”传统
织染绣艺术与生活展分为“天孙
织锦——织造技艺类”“阑干古韵
——印染技艺类”“铺锦列绣——
刺绣技艺类”三大板块。“锦绣中
华 丝韵江南”传统织染绣艺术与
生活展不仅得到了2022年度国家

艺术基金传播交流推广项目重点支
持，而且以北京服装学院作为申报
主体，重点结合盛泽文化特色，挑
选具有地域性、代表性的非遗项
目，为江南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注入
全新活力。

（下转02版）

织就“锦绣中华丝韵江南”美丽画卷
传统织染绣艺术与生活展系列活动即将亮相盛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