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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领导带队开展建筑施工领域安
全生产深度执法检查

区委召开情况通报会

牢牢守住安全生产“生命线”

李铭向老领导老同志通报有关情况
本报讯 （融媒记者王炜）
昨天上午，区委召开全区十八
级以上离休干部暨原四套班子
离退休领导情况通报会。区委
书记李铭向各位老领导、老同
志通报最近召开的吴江区“三
会”主要精神和 2021 年全区
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会上，李铭代表区委、区
人大、区政府、区政协，向各

位老领导并通过他们向全区广
李铭表示，2021 年吴江
大离退休干部致以诚挚的问
经济运行合理、健康，主要经
候，向各位老领导长期以来对
济指标稳中有进，“放管服”
吴江发展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
改革等 5 项工作获省 2020 年
谢，并通报了区十四届党代会
落实重大政策措施成效明显地
二次会议、区十七届人大一次
方 激 励 表 彰 ， 在 2021 赛 迪
会议、区政协十六届一次会议 “全国百强区”榜单中位列全
的有关情况以及 2021 年全区
省第一、全国第十，在 2021
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 2022 年
年中国中小城市高质量发展指
主要工作安排。
数研究成果 5 张榜单中均进入

全国十强。发展成效主要体现在
以下方面：扛起国家战略使命，
示范区两周年项目显示度、改革
创新度和民生感受度三地最多；
厚植民营经济优势，完成智能化
改造和数字化转型项目全省第
一，工联院江苏分院和华为、海
尔、徐工等国家级“双跨”平台
落户；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把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

发展优势，好环境造就好风景、
好风景引来好经济，乡村振兴既
有颜值，更有内涵，获评国家生
态文明建设示范区；擦亮“乐居
吴江”品牌，在共同富裕上有新
提升，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达 6.5 万 元 ； 坚 持 抓 统 筹 发 展 、
安全和社会稳定，全面深化从严
治党，在苦干实干、担当作为上
展现新气象。
（下转 02 版）

王国荣带队调研乡村振兴工作

扮靓村容村貌 培育文明乡风
本报讯 （融媒记者黄明娟）
昨天，区委副书记、区长王国荣带
领区发改委、农业农村局、住建
局、水务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前往
同里镇，专题调研乡村振兴工作。
王国荣一行来到叶建村孙家
浜自然村，该村于 2021 年完成整

村特色康居村建设。村庄依河而
建，王国荣沿着村道往里走，
切身
感受新农村新风貌，对村庄整齐
的生态驳岸、房前屋后的美丽庭
院、吹拂文明乡风的特色墙绘表
示肯定。在与村民的亲切交谈中，
王国荣仔细询问村民的居住满意

度，听取意见建议。王国荣要求，
要努力培育孝老爱亲、邻里和谐
等文明乡风，在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扮靓村庄的过程中，充分征求
居民意见，真正把村庄打造成村
民想住、住得舒心的特色康居村。
肖甸湖村依托同里农文旅融

合发展机遇，
以及国家级湿地公园
的地理优势和旅游人气，积极拓
展旅游服务业。
王国荣深入初见、
湖边小筑等民宿，
了解经营现状，
鼓励民宿走抱团联合发展道路，
共
享资源、打响品牌、留下游客；村
内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要兼顾服务

村内百姓与观光游客，
结合村内特
色优势，
打造更多让游客带得走的
产品。王国荣指出，村里要提高组
织化程度，
充分调动农村剩余劳动
力，
激励他们主动参与农村环境整
治工作，努力实现共同参与、共同
富裕的美好愿景。 （下转 03 版）

本报讯 （融媒记者龙玥）
昨天上午，区委副书记、区长
王国荣带领检查组以“四不两
直”的方式开展建筑施工领域
安全生产深度执法检查活动。
在吴江开发区的某处工
地，王国荣找到项目经理及安
全管理员，详细了解监管人员
队伍建设、企业主体责任落
实、建筑工人安全教育培训等
情况。该工程施工单位为中亿
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
查，施工现场存在实名制管理
漏洞、工人安全教育和技术交
底不到位、现场作业临边防护
有缺失等问题。王国荣要求施
工单位牢固树立安全生产意
识，勿存侥幸心理，严格落实
安全生产各项措施，加大现场
排查检查力度，对发现的问题

立行立改，规范施工，坚决消除
安全隐患；要建立健全教育培训
制度，对施工人员加强安全生产
三级教育培训工作，建立教育培
训档案。
随后，王国荣一行来到东太
湖度假区 （太湖新城） 轨道枢纽
幼儿园工程施工现场。该工程由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施工
建设。王国荣实地查看了工程实
体质量、现场施工安全设备、文
明施工措施落实等情况。王国荣
表示，临近春节，要严格按照安
全施工的要求，牢牢守住安全生
产“生命线”；要结合冬季施工
特点，加大安全隐患排查力度，
加强施工现场安全管理，深化工
人安全教育，提高一线从业人员
安全意识，确保安全施工、文明
施工。
（下转 03 版）

平望大市河生态美丽河湖建设基本完工

铺展人水和谐新画卷

苏州湾东方创投基地跻身“最佳基金小镇”前十
累计入驻创投相关机构 387 家
本报讯 （融媒记者张娴秋）
近日，业内权威机构母基金研究
中心发布 2021 年度榜单，我区
苏州湾东方创投基地 （以下简称
“基地”） 入选“2021 最佳基金
小镇 TOP 10”，其运营管理单
位东方国资公司的党委书记、董
事长张彦红入选“2021 最佳母
基金投资人 TOP 30”
。
走进苏州湾东方创投基地，
一幢幢别墅式的办公楼矗立在东
太湖水岸（如图，吴斌摄）。2021
年，基地新增入驻创投相关机构
45 家 ，新 增 注 册 规 模 116.09 亿
元，累计入驻创投相关机构 387

家，
合作及管理基金规模超千亿元。
依托该基地，
东方国资常态化地组
织开展融资路演、高峰论坛等各类
专题活动，2021 年以来成功举办
了第五届未来医疗 100 强大会、
2021 医疗基金合伙人（LP-GP）峰
会、长三角金融赋能产业数字化发
展峰会等大型活动，联动项目近
千个，吸引参会嘉宾超万人，有
效促进了资本、项目、人才的对接，
持续放大资本集聚的溢出效应。
“为了让基地更具市场吸引
力、市场竞争力，我们按照 721
模式招引创投机构、证券、银行
等金融业态，
（下转 05 版）

本 报 讯 （融 媒 记 者 黄 栎
蓉） 日前，位于平望镇古镇
区的大市河生态美丽河湖建
设基本完工，一幅人水和谐
新 画卷铺展开来 （如图，钱
斌祺摄）。
大市河起点太浦河，往
南流淌，终于莺脰湖，全长
约 2240 米，兼具防洪排涝与
生态景观的功能。记者在现

场看到，大市河河水清洁，种
植的睡莲和设置的水面生态浮
床为河道注入“新生命”。河道
沿岸的商业圈发达，一条条老
街纵横交错。靠近大市河的司
前街是平望镇重要的商业街
区，附近还有安德桥、小九华
寺、徐宅等景点。浏览其间，
可感受到昔日平望老街的绰约
风韵。
（下转 02 版）

打造一站式企业服务窗口

全区首家“企业政策超市”启用

创新驱动资源集聚 赋能丝绸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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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创园上榜首批国家级示范园区
本报讯 （融媒记者李婧蕾）
日前，工信部公布了首批纺织服
装创意设计示范园区 （平台） 名

吴江区融媒体中心出版

单，全国 9 家园区上榜。吴江丝
绸文化创意产业园名列其中，为
江苏省唯一入选园区。

地址：
吴江区鲈乡南路 1887 号

吴江丝绸文化创意产业园
（以下简称“丝创园”） 成立于
2017 年 4 月，2019 年入选工信
部第四批纺织服装创意设计试点
园区。从试点到示范，近年来，
丝创园集聚了较强的创意设计资
源和文化产业发展基础，持续赋
能震泽丝绸产业高质量发展。

邮编：
215200

国内统一刊号：
CN32-0124

走进丝创园核心功能区的震
泽丝绸检测中心，样品间、仪器
室、检验室、高温室等一应俱
全。检测中心现有专业技术人员
3 名，配置专业仪器设备 21 台
套。
“震泽丝绸企业面广量大，
要想打响震泽丝绸的品牌，就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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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在质量上做文章。为此，震泽
镇在丝创园内建设了丝绸检测中
心。”震泽镇副镇长薛美娟介绍，
该检测中心于 2018 年取得 CMA
中国计量认证资质，可以为园区
企业提供免费质检服务，且出具
的检测报告具有法律效力。
（下转 0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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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暖心正能量

热心邻居两次勇救落水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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