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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保护是生态文明建设
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人类可持续发
展的切实保障。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
处的城市环境是城市建设的目标之
一。近年来，我市聚力生态环境保
护，生物多样性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张家港正逐步成为一个自然环境优
美、经济蓬勃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
生态文明城市。

珍稀动物来“打卡”

“看，好像是国宝秋沙鸭！”今年

3月，鸟类调查员王永祥在我市沿江
地区进行鸟类观察时，偶然在礁石附
近拍摄到了一只雌性秋沙鸭。它头部
呈棕褐色，羽冠飘逸，体侧的鱼鳞状
斑纹区别于普通秋沙鸭。经确认，这
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秋沙
鸭。时隔7年，“国宝”又一次来到
了张家港。

“当时这只中华秋沙鸭距离我只
有100多米，非常近。拍到后我第一
时间把照片分享给同行朋友，想确认
一下，得到的答案是‘十分确定’！”
王永祥介绍，中华秋沙鸭对水环境极

其挑剔，故被誉为“生态试纸”，是
河流生态系统健康等级的“旗舰级”
指示物种。

2020年 9月，摄影爱好者在长
江边拍摄到了清晰的江豚游弋照片；
2021年6月，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
大队执法人员巡查长江水域时发现五
六头江豚……越来越多野生动物的

“眷顾”，正成为我市生态环境不断改
善的生动注脚。

据悉，去年10月以来，张家港
生态环境局通过对全市生物多样性
本底调查，已发现维管植物 802
种、野生哺乳动物 3 种、鸟类 99
种、鱼类73种、底栖动物22种、浮
游动物81种、浮游植物125种。其
中国家I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5种、
国家 II 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10
种， 省级保护动物1种、中国特有

鸟类3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鸟类
13种，中国特有鱼类5种。《张家港
沿江湿地鸟类资源监测报告2020-
2022》显示，目前我市沿江湿地调
查发现鸟类达到213种，而苏州湿地
自然学校统计已经超过了 250 种。
值得一提的是，近5年来，苏州市发
现的51个鸟类新记录中，有21个均
出自我市沿江。

“保护+治理”双轮驱动

多年来，我市积极践行绿色发展
理念，通过“长江大保护”“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违法建设治理攻坚
战”等，使一大批突出环境问题得到
有效解决。

（下转2版）

蘸绿为墨，绘就港城“生态画卷”
——我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纪实

□融媒记者 张静芳

本报讯（融媒记者 王锋 实习生
朱佳淇） 2021年以来，冶金园（锦
丰镇）积极推动智慧安防小区建设，
通过科技赋能，让流动人口服务管理
真正实现智慧化、精准化。

近日，记者在冶金园（锦丰镇）
合兴社区书院六村小区门口看到，居
民通过智慧人脸识别系统刷脸后，快
速进入小区。“前期，我们将所有的
居民信息录入系统，传输至网格化联
动中心平台。”冶金园（锦丰镇）合
兴社区第三网格网格员杨凯介绍，通
过智慧管理，可以及时有效地核实居

民信息。
书院六村是个安置小区，有居民

950户，其中三分之一为流动人口。
人员构成复杂，给社区管理带来一定
的难度。2021年，在冶金园（锦丰
镇）社会综合治理网格化联动分中心
的推动下，该小区先行试点智慧安防
小区建设，在小区入口处安装了人脸
识别系统，小区内部地下停车场入口
和小区各个角落分别安装了公共视频
设备，并将数据传输至社区网格化联
动中心，通过前端信息采集、后台分
析汇总，对小区进行精准化智慧管

理。
“通过平台数据分析、网格员走

访监督，垃圾分类、矛盾纠纷调解、
消防安全等工作有了很大的变化。”
合兴社区党委副书记王亚军介绍，智
慧安防小区建设不仅加强了社区对流
动人口的管理，还有助于网格员实时
掌握小区内部动态，提升小区管理水
平和治安防控水平。如今，居民文明
素养不断提升，社区生活环境也越来
越好。

据悉，自2021年以来，冶金园
（锦丰镇）在合兴社区、悦来社区的

4个安置小区先行试点智慧安防小区
建设，以大数据、云计算、视频技术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支撑，安装电子
门禁、公共视频、车辆自动识别、人
脸抓拍等系统，实现社区安全防范无
死角。“智慧安防小区的建设实现了
社区的安全防范各环节、各模块高度
集中、深度共享、协调运转，推动相
关职能部门由管理者向服务者的角色
转变。”冶金园（锦丰镇）社会综合
治理网格化联动分中心（新市民事务
中心）负责人叶江东介绍。

（下转2版）

冶金园（锦丰镇）：

科技赋能 让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充满“智慧”

近年来，沙钢依靠科技进步和科
学管理，加快转型升级，加速结构调
整，进一步强化中高端产品研发能
力，以拳头产品打响品牌、引领市
场，锻造成具有强大品牌影响力、高
度创新活力的全球知名钢铁企业，为
助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
进的新发展格局贡献沙钢品牌力量。

自主创新——沙钢品牌之核

在创新战略驱动下，沙钢多项自
主研发成果和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填

补国内外相关领域空白。
在超薄带产品领域，沙钢实现了

薄带铸轧从“可以生产”到“稳定高
效生产”的技术跨越。在碳达峰、碳
中和背景下，沙钢为金属加工领域提
供了一个新的低碳、超低碳加工路径
及方法，开发出合金减量化高强钢、
高碳工具钢、高磷耐候钢等多个高品
质铸轧特殊钢产品。

在棒线材产品领域，沙钢自主研
发的600兆帕级高强抗震钢筋实现国
内首创，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目
前已批量运用于铁路、人防等重点工

程；海洋工程用资源节约型长寿命耐
蚀螺纹钢筋HRB400M填补国际空
白，延长了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在海
洋环境下的使用寿命，解决了钢筋混
凝土的海水腐蚀问题，产品成功应用
于胶州湾跨海大桥、京津冀城际铁路
等项目上。

在宽厚板产品领域，沙钢先后开
发了海底石油管道用管线钢、大壁厚
高韧性X70/80管线钢、抗H2S腐蚀
管线钢、抗大变形管线钢等产品，是
国内第一家完成基于应变设计地区用
X80抗大变形管线钢板千吨级单位，

X60及以上管线钢用钢板被认定为国
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产品，应用于西气
东输二线/三线等100多个国内外重
点工程。沙钢开发了新一代桥梁钢，
其各项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广泛
应用于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平潭海
峡大桥、帕德玛大桥等多个国内外重
点项目。此外，凭借技术优势，沙钢
大线能量焊接钢应用于全球最大吨位
的浮式生产储油卸油装置，其中
AH36-W300 钢材为国内首发产
品，市场占有率全国第一。

（下转2版）

沙钢集团：

为构建新发展格局贡献钢铁品牌力量
□融媒记者 吴 克 通讯员 黄 超

本报讯 （融媒记者 吴克 朱鸣
扬）昨天上午，垠坤·凤凰南大全
球校友会智造社区奠基，总投资超
40亿元的凤凰镇科技招商项目集中
签约。南京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邹亚军，市委副书记、市长蔡剑峰
等参加活动。

垠坤·凤凰南大全球校友会智
造社区是垠坤集团在苏州落子的首
座智能制造社区。项目用地面积约
43.23亩，规划总建筑面积约5.9万
平方米，重点聚焦“先进特色半导
体”和“智能高端装备制造”产
业，融合南大全球校友影响力、垠
坤先进产业高品质园区开发运营经
验，致力于打造以“好产业、好企
业、好产品、好服务、好形象”为
特色的园区范本。

此次凤凰镇集中签约的科技招
商项目，总投资超40亿元，涵盖新材
料、高端装备、先进特色半导体、生物
医药等多个领域。这些项目的成功
落地，将为凤凰镇高质量发展和港城
现代化建设事业加注强劲动能。

蔡剑峰在致辞中说，当前，我

市正紧扣“创新转型加速年”工作
主题，全面提速产业“调轻、调
高、调优”步伐。衷心希望垠坤集
团和本次签约的各项目方进一步坚
定投资信心，加快建设进度，争取
早日将“实物工作量”转化为“发
展强动能”。凤凰镇要以此次活动为
契机，继续锚定创新转型“一号任
务”、聚力科技招商“一号工程”，
加速推动产业提质扩容。真诚期待
南大校友会和清华经管EMBA江苏
校友会充分发挥商界人脉和校友资
源优势，为张家港牵线更多优质客
商、链接更多优质项目。张家港市
委、市政府将始终秉持“有求必
应、无事不扰”的服务理念，全力
营造“风景独好、更胜一筹”的营
商环境，与广大客商、各界朋友共
创高质量发展的美好未来。

活动现场发布了《凤凰镇科技
招商15条扶持政策》，还分别为南
京大学苏州校友会活动基地、南京
大学张家港校友科创服务中心、清
华经管EMBA江苏校友会张家港活
动基地授牌。

总投资超40亿元

凤凰镇科技招商项目集中签约

近日，在位于冶金园（锦丰
镇）的张家港联合铜业有限公
司，工人正在车间里忙碌着。
面对疫情影响，该公司主动谋
划，提前布局，抢抓订单，积极
开拓新市场，一季度实现营业
收入43.39亿元。

任广真 摄

生产再提速

自5月12日以来，张家港市
相关封控区、管控区、防范区内
无新增病例或无症状感染者，区
域内所有人员5月21日核酸筛查
均为阴性，满足解封条件。

经研究，决定对《关于划定
新冠肺炎疫情社区防控区域的通
告》（2022年疫情防控第23号通
告） 明确的相关封控区、管控
区、防范区解除封控管控措施。

一、以下区域5月23日0时
解除封控区管理

后塍街道塍德小区二区215
幢、新塍南路58号，金港街道崇
真路88号。

二、以下区域5月23日0时
解除管控区管理

后 塍 街 道 塍 德 小 区 二 区

201—233幢（不含215幢）。
三、以下区域5月23日0时

解除防范区管理
保税区全域 （含金港街道、

后塍街道、德积街道）。
衷心感谢市民朋友们的支持

和配合！解封不解防，请广大市
民继续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各项
措施，加强疫苗接种，保持社交
距离，做好个人防护，进入公共
场所主动接受场所码查验，亮
码、测温、戴口罩，不聚集，不
扎堆，共同守护安全美好的家园！

张家港市新冠肺炎疫情
联防联控指挥部
2022年5月22日

张家港市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指挥部通告
（2022年疫情防控第25号通告）

为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
“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
要安全”的明确要求，继续坚持

“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和
“动态清零”总方针不动摇，抓细
抓实各项防控举措，更好统筹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巩固来
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现将有
关事项通告如下：

1. 公共场所有序开放。各类
餐饮场所在做好彻底消杀、清洁
等工作的基础上有序开放，按照
50%限流控制堂食；合理设置餐
桌、座位，大厅隔桌就餐，每个
包间限 1 桌，自助餐戴口罩取
餐、隔座错位就餐。博物馆、图
书馆等室内文化场所，健身房、
游泳馆等室内体育健身场所，影
剧院等娱乐场所有序开放，按照
50%限流管理。麻将馆、棋牌室
继续关闭。

2. 强化社会面防控。各类公
共场所、商业街区、办公楼宇、
农贸市场、专业市场、居民小区
（村居）和企事业单位须严格把好
“入口关”，配备专用扫码设备或
在入口醒目位置张贴“场所码”，
严格执行“四查一测一扫”（查戴
口罩、健康码、行程卡、72小时
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或24小时内
核酸采样证明，测体温，扫场所
码），做到“逢进必扫、逢扫必
验，不漏一人”。

3. 严格控制社会活动。坚持
“非必要不举办”“谁组织、谁负
责”“能线上不线下”原则，严格
控制各类会议和活动规模，对50

人以上确需举办的会议、活动及
“红白喜事”，应制定疫情防控方
案和应急预案，做好实名登记，
并提前向属地区镇、街道疫情防
控指挥机构报备。

4. 坚持做好个人防护。广大
居民进出公共场所、乘坐公共交
通工具、参加各类活动，务必规
范佩戴口罩；及时关注官方发
布，积极主动参加所在区域核酸
检测，确保每三天至少进行一次
核酸检测。重点行业人群须按规
定核酸检测频次落实“应检尽
检”。广大居民尤其是60岁以上
人群要及早全程接种新冠疫苗，
符合条件的居民及时接种第三剂
加强针或序贯加强免疫接种，做
到“应接尽接”。

5. 回港人员主动报备。苏州
大市外来（返）张家港人员应提
前通过“今日张家港”App（来
港申报查报登记模块）或“张家
港公安微警务”微信公众号（港
城防疫模块）等途径报备，并按
规定落实相应管理措施。倡导居
民“非必要不离苏州”，主动关注
国内疫情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不前往有疫情发生的地区。

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后续措施将根据疫情防控形势动
态调整。

感谢广大市民的理解、支持
和配合！

张家港市新冠肺炎疫情
联防联控指挥部
2022年5月23日

关于有序开放公共场所的通告
（2022年疫情防控第26号通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