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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融媒记者黄新泉）
昨天，记者从区统计局召开的
2021年吴江区国民经济运行情
况媒体通气会上获悉，2021年
我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224.53
亿元，按可比价计算，比上年同
期增长8.0%。

据区统计局总统计师陈建芬
介绍，去年，全区宏观经济稳定
恢复，农业稳产增收。分产业
看，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37.34

亿元，增长1.5%；第二产业实
现增加值 1160.01 亿元，增长
10.8%；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
1027.18 亿元，增长 5.3%。此
外，全区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63.42亿元，按可比价计算，增
长 2.4%；农林牧渔业增加值
40.30亿元，按可比价计算，增
长2.6%；粮食总产15.70万吨，
增长4.2%。稳产丰收为经济社
会稳定运行提供坚实保障。

此外，2021年，全区工业
迈上新台阶。全部工业总产值首
超5000亿元，其中规上工业总
产 值 4390.40 亿 元 ， 增 长
19.0%，增速位次较上年同期提
升4位，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3.6%。全区四大主导产业合计
实现产值3421.60亿元，同比增
长19.1%。高新技术产业实现产
值 2293.62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22.6%。

通过统计数据可见，2021
年，全区企业效益稳步回升。根
据初步汇总数据，全区规上工业
实现营业收入4557.67亿元，同
比增长 22.2%；实现利润总额
240.91亿元，增长24.4%。全区
3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23个行
业利润总额同比增加，利润增长
面74.2%，较上年提升32.3个百
分点。

2021年，全区固定资产投

资高位运行，民间投资主体地位稳
固。全年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646.07亿元，增长10.1%，总量和
增速分别列苏州大市第三、第四，
较上年同期分别提升1位、5位。此
外，全区消费品市场好于预期，批
发业增势强劲。全年实现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 720.12 亿元，增长
16.6%。全区限上批发业销售额保
持高速增长态势，总量迈上5000亿
元大关，创历年新高， （下转04版）

2021年吴江区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媒体通气会召开

全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224.53亿元

新华社北京1月21日电 全国党的建设研究
会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21日在京召开。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
重要指示，向大会表示祝贺，向全国广大党建研
究工作者致以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全国党的建设研究会坚

持正确政治方向，围绕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
开展研究，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习近平强调，希望同志们牢记初心使命，在推
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正确把握社会主要矛
盾和中心任务、重视战略策略问题、永葆党的马克
思主义政党本色、 （下转02版）

习近平对党的建设研究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继续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
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
平望镇作为吴江区地理位置的中
心地、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大运
河文化带建设双国家战略的链接

地，连续两年上榜“全国百强
镇”。去年以来，平望镇坚持把
群众“没有不满意”作为工作标
准，把群众的“表情包”作为工
作的“风向标”，全面实施高质

量推动共同富裕三年行动计划，
以“三化融合”注入农村集体经
济发展新动能，积极探索共同富
裕的“平望样本”。

以项目化运作集体资金
村集体收入攀新高

2021年，平望镇成立推进
“农村六项工作”领导小组，印

发了《高质量推进2021年“农
村六项工作”实施方案》，把发
展和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列入年度

“农村六项工作”重要内容，深
挖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新动能。

“我们坚持以项目化运作集
体资金，注重发挥大项目、大景
区、大企业的带动作用，乘势打
造‘运浦湾’‘长漾里’‘大龙
荡’三大农文旅融合发展示范区
等项目。”平望镇农村工作局集

体资产管理岗负责人胡巧荣告诉记
者，近年来，华佳集团的现代化蚕
桑综合示范基地项目、村上文旅公
司的田园康养民宿休闲项目、喜马
拉雅的众创空间项目等纷纷落地，
强村富民效应正逐步显现。

同时，平望镇注重创新撬动，探
索实施“镇运营、村收益”发展模式。

“在集体资产的所有权以外设定收益
权，实现所有权和收益权相对分离的
一种发展模式， （下转04版）

打造共同富裕新样板 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

“三化融合”为平望注入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新动能
通讯员 唐静波 化占勇 融媒记者 陈军

本报讯（顾晓红 融媒记者
黄栎蓉）日前，记者从区大气办
了解到，刚刚过去的2021年，吴
江区空气质量PM2.5平均浓度
28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了
15.2%，首次降到了30微克/立方
米以下；空气优良天数达标比率
84.1%，同比上升 1 个百分点，
PM2.5和空气优良率实现“双达

标、双改善”，吴江人民群众的
“空气幸福指数”再攀新高。

2021年，我区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始终将大气
污染防治工作作为环境治理的重
点，坚持“重点区域精准减排、
重点行业深度减排、重点时段应
急减排”的原则，持续用力，久
久为功，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

善。与2020年相比，2021年全
区中度污染及以上天气减少 8
天，全年无一天重污染天气。在
空气质量超标天数中，PM2.5为
首要污染物的减少13天，臭氧
为首要污染物的减少2天。

2021年，我区制定434个
大气污染防治项目，重点突出
VOCs综合整治，削减内源排放

总量。在苏州首家试行空气质量
补偿办法基础上调整升级，将原
PM2.5 单 指 标 考 核 调 整 为
PM2.5、臭氧和优良天数比率三
指标考核，并把国省控站点均纳
入补偿范围，全年累计空气质量
补偿资金1020万元。

同时，实行“走出去+引进
来”，区大气办牵头组织前往南

京、嘉兴等先进地市学习取经，同
时又依托大院大所合作优势，对国
控点重点区域范围内布设小微站5
个，开展走航及定点监测24次，引
入专家团队现场帮扶指导20余次。

此外，更加注重源头治理也是
全年工作取得成效的关键。2021
年，针对重点区域应急响应慢的问
题， （下转04版）

2021年吴江PM2.5和空气优良率实现“双达标、双改善”

“空气幸福指数”再攀新高

本报讯 （融媒记者梅姚
曦）昨天上午，区第十七届人
大常委会第一次主任会议召
开，商议2022年常委会主要
工作安排（征求意见稿），部
署下一阶段有关工作。区人大
常委会主任徐晓枫出席会议并
讲话。

徐晓枫指出，新一届人大
任期的五年，是我区实施“十
四五”规划、全面建设一体化
示范区的关键时期，也是新一
届人大组成人员及工作人员施
展才华和抱负的重要时期。大
家务必认清肩负的神圣职责，

以强烈的使命感和高度的责任
心，保持一线意识、扛起一线
担当，在各自工作岗位上创造
出一流的工作业绩，在新的历
史起点上再创新局面、续写新
篇章。

徐晓枫强调，要旗帜鲜明
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
导，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
转化为全区人民的共同意志，
努力讲好“人大故事”，奋力
打造“示范标杆”；要认真履
行宪法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使
命，紧紧围绕“高质量”“一
体化”， （下转04版）

在守正创新中推动人大工作发展
区人大常委会召开主任会议

本报讯（融媒记者梅姚曦）
记者从区农业农村局获悉，近
日，市农业农村局发布了2021
年度苏州市智慧农业示范生产
场景和“智慧农村”示范村名
单，吴江区共有5家单位被评
为2021年度苏州市智慧农业
示范生产场景、9家单位被评
为苏州市“智慧农村”示范村，
入选数量均位于苏州市前列。

据悉，在这些入选单位
中，黎里镇东联村和盛泽镇渔
业村分别列苏州市“智慧农

村”示范村第二、三名，苏州
立美园艺科技有限公司列苏州
市智慧农业示范生产场景智慧
园艺第一名。

2021年，区农业农村局
以智慧农业国家改革试点探索
实践为契机，抢抓乡村振兴和
一体化示范区“双重国家战
略”叠加机遇，加快推进智慧
农业农村的改革探索，打造了
一批在全省乃至全国具有可推
广可复制价值的智慧农业农村

“吴江样板”。 （下转04版）

打造智慧农业农村“吴江样板”
吴江14家单位获评苏州市智慧农业农村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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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规
局、住建局、农业农村局、水
务局等部门主要负责人，前往
东太湖度假区 （太湖新城），
专题调研乡村振兴工作。

王国荣一行首先来到农创
村，现场参观了东庄田老宅项
目 （榉之苑）。该项目将建
筑、景观、绿化、水景相结
合，整合周边特色田园乡村资
源，打造自然与人文景观相融
的江南庭院，计划于今年5月
投用。王国荣详细听取项目的
二期规划及功能定位，他表
示，农创村临近苏大未来校

区，在做好东庄田老宅项目的
基础上，要结合自身资源、区
位等方面的特色优势，紧扣师
生、家长、村民切实需求，进
一步优化业态布局，提升校区
周边配套服务功能，打造集餐
饮、休闲、文艺创作等于一体
的体验项目。

在石铁村，王国荣考察了
去年建成投用的粮食生产配套
设施（扶贫项目）。项目主要
建设内容为装机容量120吨的
低温粮食烘干机及相关配套设
施设备等。当了解到项目服务
石铁村及周边农村，拉长了吴
江区粮食低温烘干设备不足的
短板， （下转02版）

王国荣带队调研东太湖度假区乡村振兴工作

让村民拥有更多获得感

新华社北京1月21日电 中央军委
晋升上将军衔警衔仪式21日在北京八
一大楼隆重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向晋升上将军衔警衔的军官警官颁发命
令状。

下午5时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国
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宣

读了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
将军衔警衔命令。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
侠主持晋衔仪式。

这次晋升上将军衔警衔的军官警官
是：北部战区政治委员刘青松、中部战
区司令员吴亚男、中部战区政治委员徐
德清、陆军政治委员秦树桐、海军政治

委员袁华智、火箭军司令员李玉超、武警
部队政治委员张红兵。

晋升上将军衔警衔的7位军官警官军
容严整、精神抖擞来到主席台前。习近平
向他们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了上
将军衔警衔肩章的7位军官警官向习近平
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

响起热烈掌声。
晋衔仪式在嘹亮的军歌声中结束。随

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警
衔的军官警官合影。

中央军委委员魏凤和、李作成、苗
华、张升民，军队驻京有关单位、军委机
关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警衔仪式
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警官表示祝贺

服务业节前用工紧张
生意好 “身价”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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