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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推动社会面
进一步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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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陈波 融媒记者龙
玥） 据吴江海关统计，今年前4
月，吴江外贸出口总值为458.5亿
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6%，超过
江苏外贸出口整体增幅9.8个百分
点，超出苏州大市 11.6 个百分
点，在十大板块中位居前列。

记者近日从吴江海关了解到，
吴江外贸出口呈现出不同出口贸易
方式明显分化的特点。前4月，吴

江一般贸易出口值188.9亿元，增
长16.9%，占出口总值的41.2%，
与去年同期相比提高 0.5 个百分
点。加工贸易出口112.1亿元，下
降9.6%。此外，保税区进出境仓
储或转口货物出口156.6亿元，增
长47.6%，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较去
年同期提升7个百分点。

“前4月，吴江部分优势产品
出口保持良好增长势头。”吴江海

关相关负责人介绍，笔记本电脑、
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静止式变压
器、显示器、服装出口值分别为
140.5 亿元、84.1 亿元、17.8 亿
元、12.6亿元、6.8亿元，同比增
长 51.8% 、 25.7% 、 15.5% 、
10.2%、12.4%，拉动出口整体增
长17.7个百分点。此外，原材料
成本上升推动部分产品出口价格增
长明显，前4月，吴江塑料板膜、

钢铁及制品、铜材、集成电路出口单
价同比分别增长 35.4%、33.3%、
21%、166.5%。

从地域上看，与除日本外的主要
贸易伙伴出口增幅都达两位数。前4
月，吴江对欧盟、东盟、美国、印
度、阿联酋出口分别为106.3亿元、
66.5 亿元、53.6 亿元、20.6 亿元、
14.3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25.2%、
11.2%、20.7%、32.4%、45.3%，对日本

出口29.3亿元，同比下降9.6%，上述国
家/地区共计占到吴江出口总值的
63.4%。此外，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出口174.4亿元，同比增长19%。

“吴江民营企业对外商投资企业的
出口优势进一步扩大。”吴江海关相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1-4月，吴江民营
企业出口293.7亿元，增长33.5%，占
比64.1%，与去年同期相比提高8.4个
百分点，占比进一步提高。

前4月吴江外贸出口同比增长16.6%
超过江苏外贸出口整体增幅9.8个百分点

本报讯（融媒记者王炜）昨
天下午，吴江区推进长三角区域
一体化建设领导小组会议在汾湖
高新区召开，专题研究示范区先
行启动区建设推进情况。区委书
记李铭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
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
省、市决策部署，积极抢抓重大
历史机遇，持之以恒抓好重点任
务、重大项目、重大改革，坚持
以项目化推动一体化、以一体化

推动高质量，全力以赴高水平建设
好先行启动区，把未来发展主动权
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将“三年大
变样”的目标化为现实，坚定走在
一体化示范区建设最前列，在落实
国家战略中奋力展现吴江担当、吴
江作为。区委副书记、区长王国荣
主持会议。

会前，李铭、王国荣一行来到
两山礼堂，踏勘施工进度，听取规
划设计等情况介绍，并登高眺望

“曲水善湾”概貌。李铭指出，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要高标准建

设“曲水善湾”乡村振兴样板区，
大力推进生态经济化、经济生态
化，努力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社
会发展优势，走出一条有颜值、有
乡愁、有产业、有活力的乡村振兴
发展之路，让广大市民悠享现代田
园水乡风光和生态红利。

在鱼菜共生有机农场，李铭、
王国荣一行参观了有机养鱼区、有
机蔬菜种植园，听取数字渔业发
展、未来农场建设等情况介绍。李
铭鼓励项目负责人要瞄准现代“生
态休闲观光农业”发展定位，探索

新型农业生态园区新模式、新技
术，争创农文旅示范区，带动更多
村民增收致富，创造更多可复制可
推广的有益经验，助力乡村振兴。

“曲水善湾”美丽吴江样板区
正如火如荼建设中。李铭、王国荣
查看项目推进情况，实地感受项目
建设两年多的发展变化。李铭要
求，要在“尊重村落记忆、尊重传
统建筑、尊重生态环境”的基础上
延续水乡肌理，进一步统筹推进空
间、风貌、生活等方面的有机融
合，植入数字乡村建设，打造成为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
愁”的现代水乡人居新典范，多出
农村有机更新的经典案例，彰显生
态之美、人文之美，充分放大示范
区引领带动效应。

会上，改革创新、规划建设、
项目招引、水乡客厅开发建设指挥
部分别汇报工作推进情况，与会同
志进行了深入研究讨论，会办协调
解决存在的困难和问题，认真谋划
下一步工作举措。

李铭充分肯定了先行启动区建
设取得的成效， （下转02版）

将“三年大变样”目标化为现实
吴江区推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建设领导小组会议召开

本报讯（马晓明 融媒记者黄
新泉） 5月 19日，记者从区科技
局了解到，科技部火炬中心发布了
2021年度拟备案国家众创空间公
示名单，我区科技孵化载体“绿地
复客智慧众创”榜上有名。

绿地复客智慧众创空间位于苏
州湾吴江太湖新城核心区，是培育

初创型科技企业的载体，也是东太
湖打造特色产业、引领文化创新的
重要平台之一。项目于2018年5
月成立并启用，运营总面积达到
3817平方米，空间内配备了完善
的办公共享设备，包括300个创业
工位、2间智慧会议室、1间路演
厅、1间阶梯会议室以及完备的空

调和网络设施，可同时满足40多
个企业和团队入驻和开展创业交流
活动。据悉，绿地复客智慧众创空
间累计引进和培育了92个创业团
队和初创型企业，其中科技型企业
和文创类企业占80%以上，目前
在孵企业和团队有40个。

项目立足于苏州湾东太湖核心

区，按照“一个链条、两个生态”
的模式，积极引进和培育以技术创
新、商业模式创新为特征的创业团
队、初创公司或从事软件开发、硬
件研发、创意设计的创客群体及其
他群体，建设低成本、便利化、全
要素、开放式共享办公空间，并为
入孵企业提供投资融资、创业辅导

和培训、创业活动、科技成果转化、
资源对接等全方位服务，形成助力企
业快速成长、培育高成长性企业和产
业链的创业苗圃。

科创载体是集聚高端人才、形成
创新成果、培育科技企业的平台，是
我区科技创新工作的重要引擎。近年
来， （下转04版）

2021年度拟备案国家众创空间公示名单发布

绿地复客智慧众创上榜

新华社北京5月20日电 5月20日，国家主
席习近平同东帝汶总统奥尔塔互致贺电，庆祝东
帝汶恢复独立20周年暨中东建交20周年。

习近平指出，20年来，东帝汶积极发展经
济、改善民生，焕发出勃勃生机。中东友谊源远
流长。建交20年来，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

务实合作扎实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两国关系
呈现健康稳定发展势头。我高度重视中东关系发
展，愿同奥尔塔总统一道努力，推动中东睦邻友
好、互信互利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
阶，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下转04版）

中东建交20周年

习近平同东帝汶总统奥尔塔互致贺电

本报讯（融媒记者汪达飞）逆
势增长48.7%！这是位于桃源镇的
立达博仕电梯 （苏州）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立达博仕”）今年1
到4月产值增速的亮眼数据。记者
近日从该公司了解到，在受到疫情
影响等不利因素的背景下，企业克
服重重困难，不停产、反增产，表现
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和市场竞争力。

立达博仕是一家集设计、研
发、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于一体
的专业化综合性电梯制造企业。日
前，记者来到该企业，看到一辆辆
货车进进出出，络绎不绝。叉车正
来来回回把一箱箱包装好的产品运
上货车，一派忙碌的景象。在公司
董事长王林龙眼中，这一切是公司
上下三个多月来辛苦打拼的结果。

“我们是正月十二正式开工
的，没几天，疫情就发生了。”王
林龙表示，面对大量的订单，他作
出一个决定，自己带头住在公司
里，“我们的员工有一半是住在南
浔的，如果一旦跨省流动，很有可
能就无法回到企业工作。”王林龙
的这一举动，得到了广大员工的响
应。企业为员工们购置了必要的生

活用品，同时还改善伙食，让员工们
吃得好、休息好。

“以往我们每月的产量在100台
出头，但这段时间我们仅一天的产量
就能达到5到7台。员工留下来安心
工作，就是最大的生产力。”企业副
总经理吴灵敏表示。

立达博仕的很多零部件来自长三
角地区，其中就有部分来自上海。上

海疫情发生后，部分零部件的供应受
到了影响。“我们的每一种零件都安排
了两个供货商，一旦一家无法正常供
应，也不至于完全中断。这样的好处
是我们可以对原材料的价格进行比
较。”王林龙说。

得益于上述进货机制，立达博仕
大部分零部件供应都没有受到太大影
响， （下转02版）

原材料进得来 产品出得去

立达博仕今年前4月产销两旺

本报讯（融媒记者梅姚曦）为进一步实现化
肥减量增效，促进农业绿色发展，今年吴江计划
示范推广水稻缓释肥侧深施肥面积1.39万亩。近
日，记者从苏州市吴江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了
解到，作为全区农资供应主渠道，公司负责水稻
缓释肥料定购和配送，当前肥料已陆续到库，并
开启配送工作。

位于震泽镇花木桥村的种粮户朱姚洪今年定
购了30吨水稻缓释肥。他告诉记者，今年共种植
水稻1058亩，其中600亩计划用水稻缓释肥。

“我已经用缓释肥4个年头了，前几年试用效果很
好，省时省工，在一季水稻种植中可以减少两次
施肥。另外，这个肥是根据水稻各阶段吸肥规律
慢慢释放的，对水稻发苗也很好。”朱姚洪说，今
年政府有补贴，农资公司又直接送货上门，对农
户来说是很大的支持。

据介绍，今年全区共有43户种粮户订购水稻
缓释肥，共计635.65吨。“今年吴江首次针对水
稻专用缓释肥有政策补贴， （下转02版）

大力推广缓释肥 减量减排促成效

吴江1.39万亩水稻
将用上侧深施肥技术

新华社北京5月20日电 到2025年，我国人
均预期寿命在2020年基础上继续提高1岁左右，
人均健康预期寿命同比例提高——20日公布的
《“十四五”国民健康规划》明确提出这一目标。

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国务院办公厅日
前印发《“十四五”国民健康规划》。规划还对居
民健康素养水平、全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
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等多项指标提
出预期目标。

经过努力，我国人民健康水平不断提高。根
据规划公布的数据，2015年至2020年，人均预
期寿命从76.34岁提高到77.93岁，婴儿死亡率从
8.1‰降至5.4‰，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从10.7‰降
至7.5‰，孕产妇死亡率从20.1/10万降至16.9/10
万，主要健康指标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个人
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下降到27.7%。

当前，我国仍面临多重疾病威胁并存、多种
健康影响因素交织的复杂局面。全球新冠肺炎疫
情仍处于大流行状态，慢性病发病率上升且呈年
轻化趋势， （下转04版）

《“十四五”国民健康规划》发布

人均预期寿命
提高1岁左右

松陵大桥至仲英大道
右转专用道重新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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