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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融媒记者龙玥）
昨天，淄博市周村区委书记、
文昌湖省级旅游度假区工委书
记李德刚带领党政代表团一行
来吴江考察经济社会发展情
况。区委副书记、区长王国荣
参加考察。

代表团一行参观了明志科
技智能化铸造车间、MES控
制中心以及创新中心展厅等
地，通过讲解与视觉结合的方
式直观地了解了铸造生产过
程，对明志科技智能化铸造车
间给予了高度赞赏。

在“曲水善湾”美丽吴江
样板区，代表团一行实地查看

水杉居、船坞民宿等处，详细了
解项目规划、运营模式等情况。
大家纷纷感叹“曲水善湾”美丽
吴江样板区所取得的良好成效，
希望未来在乡村振兴发展方面能
够深入交流，共同进步。

随后，代表团一行来到区融
入式党建展示馆，深入了解吴江

“融入式党建”创新工程的经验
做法和特色成效，听取了以高质
量党建引领一体化示范区建设的
相关做法，对吴江以党建为媒推
进省级机关党组织与吴江民营企
业党组织结对共建的创新做法给
予充分肯定。

（下转02版）

淄博市周村区党政代表团来吴江考察学习

深化交流合作 实现共赢发展

本报讯 （融媒记者冯秋
月）昨天，区人大常委会召开
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
学习会。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徐
晓枫、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
盛红明参加会议。

会上，徐晓枫传达学习了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期间
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全国两会精
神，盛红明传达学习了党的二
十届二中全会精神。

徐晓枫在讲话中强调，习
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期间的

系列重要讲话坚定历史自信、饱
含人民情怀、彰显使命担当、指引
前进方向，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区人
大系统要深入学习领会，根据省市
区委统一部署，认真领会习近平总
书记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的重
要讲话精神，结合吴江实际抓好贯
彻落实，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
战略实施贡献人大力量。

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卫
珍、汤卫明、吴吉祥参加会议。

为一体化发展贡献人大力量
区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

本报讯 （融媒记者黄栎
蓉）昨天，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徐宁一行先后前往平望镇、震
泽镇和东太湖度假区（太湖新
城），开展“文化产业赋能乡
村振兴”专题调研。区委副书
记韦国岭陪同调研。

徐宁一行首先调研了平望
镇村上·长漾里，走访了乡邻
中心、平望酱文化体验园、田

美美蔬菜花园及民宿组团等处，
详细了解了村上·长漾里的项目
建设和运营情况。徐宁对该项目
通过市场化运作、串联，组团式
打造“多业态田园综合体”，实
现农文旅融合发展的做法表示充
分肯定。

在震泽镇，徐宁一行调研了
太湖雪蚕桑文化园，参观了展
厅， （下转02版）

省委宣传部领导来吴江调研

让文化产业成为
助推乡村振兴的“动力源”

本报讯（融媒记者姚瑶）为
了保障参保人员的权益，方便职
工及时领取待遇，从今年年初开
始，吴江参保人员的医疗费零星
报销、生育医疗费用报销、生育
一次性营养补助、医保个账清算
等通过社保卡发放。

记者了解到，以往参保人员

进行报销，在支付时需要提供银
行账号，现在，区人社局和区医
保局对接后，在核对好各项信息
后，费用直接打入社保卡里面的
银行账户，进一步方便群众办理
事务。据统计，截至目前，
2023年度医保待遇通过社保卡
发放超5000人次，累计发放金

额1800余万元。
一卡逛景点、一卡进场馆、

一卡领待遇、一卡查信息……
2021年，吴江发放了江苏省第
三代社保卡，在保留原有身份凭
证、自助查询、就医结算等功能
基础上，推进社保卡在政务服
务、补贴发放、金融服务、智慧

城市等领域一站式应用服务。如
今，小小的社保卡已经融入吴江
市民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吴江
老百姓生活离不开的“全能
卡”。市民赵女士说，之前只有
在买药、看病时，才会想起社保
卡的存在，现在这张卡还可以办
业务、坐公交，使用频率太高

了，真的很便利。
近年来，区人社局聚焦群众

用卡痛点难点问题，密切部门协
作，打破数据壁垒，开拓思路积
极探索，以社保卡为载体建立居
民服务“一卡通”，推进“多卡合
一”“一卡通用”，

（下转02版）

“民生一卡通”加载新功能

医疗生育待遇直接进社保卡

本报讯（武冰清 融媒记者黄栎
蓉）律回春晖渐，万象始更新。3月
的太浦河正展现出“江河焕绮万物
生”的盎然春意。太浦河沪湖蓝带计
划汾湖段一期综合整治工程初显成
效，水利工程俨然美成风景区（如
图，区水务局供）。

为深入践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
略，真正扛起吴江作为示范区的责任
担当，加速显现示范区水利建设成
效，太浦河沪湖蓝带计划应运而生。

该项目依托太浦河后续工程，提前投
入太浦河的综合治理工作，分太湖新
城、平望、汾湖三个片区实施，内容
包括太浦河挡墙和堤防达标建设、两
岸环境整治、滨水空间景观文化提升
等。

区水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太浦
河沪湖蓝带计划实施之前，部分河段
存在防洪能力不达标、生态环境面貌
较差等问题。项目与太浦河后续工程
充分衔接， （下转03版）

太浦河沪湖蓝带计划汾湖段一期综合
整治工程初显成效

增强水安全保障能力
提升滨河生态空间品质

本报讯（新华日报记者黄伟 王
拓 苏报记者赵焱 彭化成 融媒记者韦
欢） 3月16日，上海市党政代表团
在江苏考察，共商深化沪苏合作大
计，共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海市
委书记陈吉宁，市委副书记、市长龚
正与江苏省委书记信长星，省委副书
记、省长许昆林共同出席两省市工作
交流座谈会。

陈吉宁代表上海市委、市政府对
江苏长期以来给予上海发展的支持帮
助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江苏省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取

得新成绩，书写了“强富美高”新篇
章。江苏广大干部群众勇挑大梁的
担当意识、抢抓机遇的进取精神、
强省富民的价值追求，值得上海认
真学习借鉴。当前，上海正在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习近平总书
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着力抓
好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更好
发挥龙头带动优势、改革开放优
势、科技人才优势，奋力谱写中国
式现代化建设的上海新篇章。随着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进入新阶段，沪苏两
地要围绕服务国家战略，深化分工、
优势互补、共锻长板，强化制度创新

集成，进一步激活高质量发展增长
点。聚焦重点区域深化合作，围绕虹
桥国际开放枢纽和长三角生态绿色一
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等共同发力，加
快谋划推进一批标志性的重大项目、
重大工程，持续打造新亮点。围绕重
点领域加强协同，携手推进高水平科
技自立自强，持续做大做强产业协同
发展。履行共抓生态大保护的重要职
责，在增进民生福祉上不断深化合
作，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为国家发展大局作出沪
苏更大贡献。

信长星代表江苏省委、省政府对

上海市党政代表团来我省考察表示欢
迎，对上海一直以来给予江苏的支持
帮助表示感谢。他说，在刚刚闭幕的
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亲临江苏
代表团参加审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为
新征程上江苏发展指引前进方向、提
供根本遵循、注入强大动力。全省上
下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正在全面深
入学习贯彻，锚定“推动高质量发展
走在前列”总目标，真抓实干、埋头
苦干，更好扛起“争当表率、争做示
范、走在前列”光荣使命、谱写“强
富美高”新江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上海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龙头、全

国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是江苏学习
的榜样、发展的标杆。多年来，沪苏
两地形成了优势互补、水涨船高，相
得益彰、互融互进的深厚关系。奋进
新征程，我们将更好地向上海学习，
更主动服务和支持上海发挥龙头带动
作用，与上海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
自强上共创优势、在服务全国构建新
发展格局上共担重任、在推进农业现
代化上共谋合作、在基层治理和民生
保障上共同提升，推动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我们坚信，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在上海引领带动下，沪苏两地一

定能够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相互赋能、
共创未来。

座谈会上，龚正、许昆林分别介绍
了两省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在苏期间，上海市党政代表团考察
了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鼋
荡慢行桥、“曲水善湾”、联合河长制公
园、吴江太湖新城和网络通信与安全紫
金山实验室、南瑞继保电气有限公司等。

上海市领导吴清、朱芝松、张为、
郭芳；江苏省领导韩立明、曹路宝、储
永宏、马欣，苏州市领导吴庆文、顾海
东、潘国强，吴江区领导李铭、王国
荣、张炳高参加相关活动。

上海市党政代表团在江苏考察

推进沪苏合作迈向更高层次
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相互赋能共创未来

陈吉宁龚正与信长星许昆林出席座谈会

本报讯（苏报记者赵焱 彭
化成 融媒记者史韫倩） 3月17
日，市管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
班。市委书记曹路宝出席开班式
并讲话，强调要全面学习、全面
把握、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精
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刻学习领

会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牢牢把握
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努力
当好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市委副书记、市长吴庆文主持开
班式。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亚
平、市政协主席朱民、市委副书
记黄爱军出席。

曹路宝指出，要深刻领会中
国式现代化理论，沿着习近平总
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坚定前行。

党的二十大科学擘画了以中国式
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宏伟蓝图。概括提出并深入
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党的
二十大一个重大理论创新。要深
刻领会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党领
导人民长期探索和实践的重大成
果，深刻领会中国式现代化是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深刻领会中国式现代化是强

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
深刻领会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
类文明新形态，深刻领会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需要处理好的若干重
大关系，深刻领会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必须进行伟大斗争，进一步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
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紧跟习近平总书记步伐，

在新时代新征程赢得更加伟大的
胜利和荣光。

曹路宝带领大家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对江苏和苏州现代化建设
的重要指示精神。

曹路宝指出，江苏和苏州的
现代化建设，承载着习近平总书
记和党中央的深切关怀、殷切期
望。要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
中统一领导， （下转03版）

曹路宝在市管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全面学习把握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吴庆文主持 李亚平朱民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