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历辛丑年九月十六 新闻热线:15806252009 今明天气 :今天11℃～18℃，阴转多云 明天10℃～18℃，多云到晴 今天空气质量 :优

本版责编/刘立平 排版/高剑桥 校对/沈志强

吴江区融媒体中心出版 地址：吴江区鲈乡南路1887号 邮编：215200 国内统一刊号：CN32-0124 总第8323期 本报服务热线：63498115 广告投放热线：63482888 63490111 征订热线：63488450 63484790 零售：1.50元

2021年10月21日 星期四 今日8版

本报讯 （融媒记者王
炜 黄正）昨天上午，2021第
十届江苏（盛泽）纺织品博览
会 （以 下 简 称 “ 盛 泽 纺 博
会”）开幕。国际纺织制造商
联合会主席、中国纺织工业联
合会会长孙瑞哲，中国纺织工
业联合会副会长徐迎新、陈大
鹏，北京服装学院党委书记周
志军，江苏省纺织工业协会会
长韩平，区委书记李铭，区委
副书记、区长王国荣，区人大
常委会主任徐晓枫，区委副书

记钱斌，恒力集团董事长、总
裁陈建华，东方国际（集团）
有限公司副总裁郑峰，盛虹集
团副董事长唐金奎等出席开幕
式。

孙瑞哲在致辞中表示，盛
泽纺织行业走在了行业和时代
的前列，尤其是产业基础不断
夯实，产业生态持续完善，数
字化、时尚化深入发展。得益
于深厚产业土壤的盛泽纺博会
持续发展壮大，行业知名度、
商业活跃度不断提升，产业引

导力、消费带动力显著增强。
此次纺博会是新时期盛泽纺织
实力、活力、魅力的集中展
现，对于畅通产业循环、带动
区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孙瑞哲希望，盛泽镇围绕
材料创新、绿色创新、数字创
新等领域做好前瞻布局，找到
产业发展与未来赛道的结合
点；依据产业现实基础，按照
科学规律与市场规律，平稳、
系统地推进制造业转型和时尚
化发展；巩固规模与体系优

势，扶优扶强，培育“专精特
新”，构建生产、生活、生态之
美的相融共生。

李铭在致辞中指出，丝绸纺
织产业是吴江作为全省民营经济

“领头羊”的重要支撑，拥有千
亿级市场、千亿级产业、千亿级
企业。近年来，盛泽镇坚持以

“科技、时尚、绿色”的发展理
念，推动丝绸纺织从“面料”向

“材料”转型升级，从生产制造向
研发、贸易、时尚等多元化、高端
化发展。特别是与中国纺织工业

联合会共建“世界级纺织产业集群
先行区”，致力成为全球高端纺织
产业领跑者和行业潮流带动者。

李铭表示，盛泽纺博会是吴
江纺织产业推介展示、交流合作
的重要平台，今年展出规模更是
历年之最，期间将推出2021中国
（盛泽）服装供应链大会、中国生
态环保面料设计大赛、数字艺术
设计大赛等重磅活动，通过静态
的展、动态的秀，全力打造世界
级丝绸古镇、纺织名城、时尚之
都的新面貌。 （下转02版）

“盛泽织造”扬鞭再出发 “时尚之都”焕发新活力

第十届江苏（盛泽）纺织品博览会开幕 本报讯（融媒记者王炜）
昨天，在第十届江苏（盛泽）
纺织品博览会开幕式结束后，
区委书记李铭会见了北京服装
学院党委书记周志军一行，双
方深入交流产学研合作相关事
宜。

北京服装学院 1959 年 2
月建立，是我国第一所公办服
装高校，在全球具有较高知名
度和影响力，为我国的纺织服
装和时尚文化产业培养了大量
优秀人才，为推动中国纺织服
装行业和时尚产业发展作出了
突出贡献。

李铭对周志军一行的到来
表示欢迎。李铭说，北京服装
学院以面向产业应用的研发与
设计，为吴江丝绸纺织产业发
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希望北京

服装学院能够继续帮助盛泽及吴
江的丝绸纺织企业提升技术水
平、研发实力，推出更多高端面
料、时尚产品。

李铭表示，吴江正面临长三
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
设的最大历史机遇，千亿级丝绸
纺织产业面临着转型升级、绿色
发展的现实需求，北京服装学院
有很强的材料研发与辅助设计能
力，期待双方能够开展更多合
作，为吴江的丝绸纺织产业注入
更多“高科技”“时尚”元素。

周志军对本届纺博会给予了
高度评价。周志军说，本届纺博
会再次打开了学校师生的视野，
让来参观展会的人员都感到十分
兴奋，尤其是吴江发展丝绸纺织
产业的理念和格局值得学校学
习。 （下转02版）

李铭会见北京服装学院党委书记周志军

加强校地合作 助推纺企转型

近日，农业农村部正式公布
了2021年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
名单，我区成功入选。此次全国
共有60个县（市、区）被首批

认定为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其
中，江苏有两个入选。

据了解，今年4月，农业农
村部组织开展了全国休闲农业重

点县建设，计划到2025年建设
300个在区域、全国乃至世界有
知名度、有影响力的全国休闲农
业重点县，形成一批体制机制创
新、政策集成创设、资源要素激
活、联农带农紧密的休闲农业创
业福地、产业高地、生态绿地、
休闲旅游打卡地。

近年来，在“江村”乡村振
兴品牌的引领下，我区围绕“产

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
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二十字方
针，紧扣“一体化”和“高质
量”两个关键，持之以恒打造
美丽乡村、加快推进三产融
合，为休闲农业夯实根基。同
时，通过政策引导和典型示
范，不断激发基层组织、市场
主体等各方参与热情，彻底激
活了休闲农业“密码”，打通了

乡村振兴“蝶变”之路。

靶向扶持 用活政策“指挥棒”

休闲农业建设与农村基础设
施、创新集聚、产业融合、富民
兴农等因素密不可分，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了乡村振兴整体发展水
平。 （下转03版）

吴江入选首批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

激活休闲农业“密码”打通乡村“蝶变”之路
融媒记者 付栋栋

本报讯（融媒记者黄新泉）
10月19日—20日，长三角生态
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执委会联
合青浦、吴江、嘉善三地宣传部
门，组织开展了一体化示范区媒
体集中采风活动，邀请中央及两
省一市25家主流媒体行走示范
区，生动展示长三角一体化示范
区制度创新应用场景和项目建设
最新成果。

在吴江，主流媒体采风团一
行先后采访了元荡生态岸线贯
通工程、汾湖为民服务中心，
详细了解吴江在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背景下，坚守绿色发展底
色、全力提升民生感受度的创
新举措。

采风团成员、中国经济导报
记者邱爱荃说，一体化示范区挂
牌两周年以来，吴江以项目建设

为抓手，紧扣“一体化”和“高
质量”，不断提升制度创新度、
项目显示度、民生感受度，让
百姓切实享受到了示范区建设
的红利，为示范区建设积累了
经验，起到了很好的先行先试
作用。

采风团一行还采访了长三角
工业互联网创新联合中心、英诺
赛科（苏州）半导体有限公司、

中车智能制造星舰项目，听取相
关情况介绍，了解吴江紧抓国家
战略机遇，持续推进产业协同、
智转数改，积极迈向产业链、创
新链、价值链高端的经验做法。

此外，采风团一行还走访了
水乡客厅、同济大学长三角可持
续研究院、姚杨公路省际贯通
段、嘉善县横港村等地。

“这次采风活动设置的点

位，既展现了青吴嘉三地的个性
发展道路，又体现了很多共性特
征，能够系统全面地展现一体化
示范区建设两周年以来的成
效。”采风团成员、上海电台长
三角之声记者陆敏说，对采风团
成员而言，这次活动是一个很好
的学习机会，能够促进媒体之间
交流沟通，提升大家的新闻业务
水平。

中央及两省一市主流媒体集中采风

展示示范区两周年建设成果

本报讯 （融媒记者姚瑶）
10月18日至20日，吴江捷运系
统T1示范线一期工程（以下简
称“吴江T1示范线”）初期运
营前安全评估会在同里举办。经
过专家组的评估，吴江T1示范
线具备初期运营基本条件，计划

10月30日正式运营。
吴江T1示范线线路全长约

5.1km，全线共设同里站、湖心
东路站（预留）、云梨路站（预
留）、大庙路站（预留）、同里古
镇站5座车站。其中，起点同里
站可与苏州轨道交通4号线进行

地面换乘，终点站同里古镇站与
同里景区北门衔接。

中城捷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张正远告诉记者，接下
来，公司将结合专家组的意见，
对沿线既有的道路、桥梁等加强
监测，确保道路、桥梁结构安

全，同时与道路信号联动调试，
尽早实现智轨车辆在有条件道口
的信号优先功能等。

记者了解到，吴江T1示范线
车辆全部为低地板智能轨道胶轮
电车，采用磷酸铁锂电池供电，这
是国内为数不多的新型轨道交通

制式。“希望吴江T1示范线能够为
市民、游客带来极大的便利，提升
吴江交通和旅游品质。同时，也希
望借助这个在示范区先行先试的
项目，在吴江乃至长三角地区形成
更多建设经验、运行标准，为今后
的项目提供示范。”张正远说。

吴江T1示范线通过专家组评估
计划10月30日正式运营

本报讯 （融媒记者黄明
娟）昨天，省委编办省直处副
处长刘婕带领省委编办调研
组，对我区综合执法改革暨指
挥中心的建设情况开展调研评
价。

调研组一行首先来到区综
合指挥中心，实地查看指挥中
心的硬件设施、制度建设、功
能分布、人员配备等情况，并
通过现场演示、提问和点调的
方式对我区指挥平台进行了考
核评价。

在随后的汇报会上，调研

组认真听取了我区综合执法改革
和指挥中心建设情况的汇报。今
年以来，我区以全省综合行政执
法改革暨指挥中心建设试点为契
机，聚焦“三跨一监督”，靶向
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提
升基层治理能力和水平，确保

“大数据+指挥中心+综合执法队
伍”综合执法新模式在吴江取得
实效。

调研组对我区的改革推进情
况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近年来
吴江综合执法改革工作始终走在
全省前列， （下转02版）

省委编办调研组来我区调研

探索更多综合执法改革经验

本报讯（融媒记者龙玥）
昨天下午，浙江省安吉县委副
书记、县长宋波率考察团一行
30人来我区，考察扩大有效
投资等方面情况。区委副书
记、区长王国荣陪同考察。

考察团一行先后来到亨通
集团、博众精工、迈为科技、
工联院江苏分院以及吴江区建
设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展示馆
等地参观考察。每到一处，考
察团一行详细了解项目投资强
度、运营模式、科技创新、智
转数改、亩均税收等情况。

王国荣对安吉县考察团一行
的到来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吴
江经济社会发展以及示范区建设
等情况。王国荣表示，近年来，吴江
充分发挥有效投资补短板、强弱
项、优结构、增动能的关键作用，通
过对项目从签约洽谈、土地出让、
建成投产到履约考核的全生命周
期服务，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保
障高质量发展。

考察中，宋波表示，吴江扩大
有效投资工作发展理念新、创新
亮点多、工作举措实，创造了很多
好经验好做法。 （下转02版）

安吉县考察团来我区考察

推动有效投资持续稳定增长

冬奥火种抵达北京
展示和接力计划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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