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近期，A股上市公司进入分红实施
季。受疫情影响，今年很多公司分红比去年晚了一
些。截至发稿前，无锡80多家A股上市公司中，已
实施除权除息的公司有44家，其中有9家公司的分
红金额超过1亿元，还有不少公司发布了预案即将
实施。

在逆境时期仍能坚持大手笔分红，“底气”何
在？无锡市上市公司协会会长万冠清表示，这一方
面反映了我市近年来经济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成效，
另一方面也是无锡板块公司盈利能力、“健康”程度
的体现。

尽管面临诸多来自外部环境的挑战，但新经济
“异军突起”，多家新经济公司出现在了“无锡板块”
首批实施分红的名单中。我市新经济上市公司的典
型代表药明康德，今年拿出了5.5亿元来派发红利，
为目前已实施公司中总金额最高的。高额分红的

“底气”来自于稳定的业绩表现。公司自去年以来一
直保持良好的增长趋势，即使在国内受疫情影响最
为严重的一季度，仍能交出漂亮的答卷——新增用
户240家、活跃用户超过3900家；实现营收31.88亿
元，同比增长15.09%，获得利润5.76亿元，同比增长
10.8%，展现出强劲的韧性与活力。

“发展势头强劲、技术壁垒高、盈利能力强、注
重投资者回报，这是无锡近几年上市的新经济公司
的一个典型特征。”市地方金融监管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这些“新动能”将使无锡产业结构更优、经济
活力更强。曾经以制造业为主导的无锡板块，现已
在生物医药、集成电路、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行业
诞生多家上市公司，以朗新科技、华润微、卓易信息
等为代表的信息技术行业企业甚至已占11席。而
这些“新动能”正是此次疫情期间，逆势增长的主要
群体。资料显示，今年一季度无锡物联网、软件产
业分别逆势增长10.2%、7.2%，其盈利能力、抗风险
能力可见一斑。

值得一提的是，已连续分红6年，累计分红总额
超过101亿元的海澜之家，是无锡板块成色十足的

“现金奶牛”。以球星武磊为推广大使，联合推出多
功能机系列服装商品，直播推出李小龙与海澜之家
联名系列服装产品，通过把控新产品方向、供应链反
应速度和产品性价比等方式，海澜之家迅速调整策
略应对疫情，经营情况逐步好转。

除此以外，无锡银行、大东方、红豆股份这些
老牌企业也拿出了不少于 1亿元的资金进行分
红，分红总额排名靠前。“现金流充足、‘体魄’健
康，使海澜之家这样的企业获得了强大的抗风险
能力，即使碰到恶劣环境也能沉着应对。”万冠清
分析道。 （吴梦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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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明天就摇号了！昨日，

记者从市商务局获悉，“锡惠有你”惠
民消费券将于6月16日进行第一轮
现场摇号，当天将派发约1000万元电
子消费券。其中百货餐饮券10万—
12万张，包括满30元减10元、满100
元减30元、满150元减50元、满300
元减100元四种面值；文化旅游券4
万张，为满150元减50元一种面值。

惠民消费券报名通道持续开放
至9月22日0时，每人仅需报名一次，
便可参与之后几轮的摇号活动。所
以，报名越早，摇号次数越多、获得的

消费券越多。同一注册用户每轮百货
餐饮券、文化旅游券最多各中签一张。

为了方便市民参与，活动再次简化
了报名程序，市民可直接下载银联“云
闪付”APP，在“无锡消费券”专栏一键
报名。本次活动相关负责人提醒，下载

“云闪付”后，一定要完成注册、绑卡流
程，否则会影响消费券的使用。

用户在消费券提示的有效期内
凭券至符合活动要求的线下商户消
费满额时，可直接扫码抵用，单笔消
费限用1张。领取的消费券可在享
受商户促销优惠后叠加使用。逾期

未使用的消费券将被回收。
目前参与消费券使用的商户已

达1.5万家，并还在持续增加中。
本次活动，除了发放6000万元

消费券外，同期还有消费抽大奖。自
6月16日起，成功报名消费券摇号的
用户，不管是否中签，只要在活动期
间使用“云闪付”APP，线下单笔消费
满500元，即可参与抽奖。首轮抽奖
奖品包括威马EX5-Z新能源汽车、
美的冰箱、戴森吸尘器、自行车、微波
炉、家纺四件套、厨具（锅二件套）
等。 （文君）

首轮100010001000万元万元万元
电子惠民消费券

明天现场摇号

小娄巷
一年客流300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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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公开选调“锡引”海内外才俊

■ 千余人才来锡争夺280个“席位”
■ 83家企业提供1421个优质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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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读

本报讯 6月13日，市委书记黄
钦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第181次会
议，贯彻落实省委书记娄勤俭在无锡
调研时的讲话精神，对安全度夏度汛
和太湖治理再强调再推进，并听取我
市“十四五”规划编制、贯彻落实《中国
共产党党校（行政学院）工作条例》和
全省党校（行政学院）校（院）长会议主
要精神等有关情况汇报，审议通过《无
锡市率先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示
范建设实施方案（2020-2022 年）》
《关于支持市委党校进一步加强师资
人才队伍建设的若干政策意见》，研究
部署相关工作。

会议指出，省委书记娄勤俭6月
11日—12日专程来锡调研太湖治理、
创新发展，充分体现了省委对太湖治
理的高度重视、对无锡发展的关心关
爱，为我们实现更高水平“两个确保”、
更好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增
强了动力。全市上下要自觉践行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贯彻娄书记调
研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委、省
政府部署要求，以改善水环境质量为

核心，以实现“两个确保”为底线，统筹
推进水污染治理、水资源调配、水生态
修复等工作，推动太湖水质稳定向好、
生态持续优化，让太湖山更青水更美，
成为美丽江苏建设的明珠。

会议对抓好安全度夏度汛和太湖
治理各项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一要确
保安全度夏。加强监测预警，确保第
一时间发现、报告、处置；加强蓝藻打
捞，以先进技术提高打捞能力和效率、
实现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加强
供水保障，努力实现安全供水向优质
供水提升；加强调水引流，多调水、调
好水，促进水体流动、改善湖体水质；
加强应急处置，适时启动应急响应，做
好应急清淤等工作，确保防范在先、处
置在小。二要抓实太湖治理。推进河
道整治，深入落实河湖长制，加快实施
截污纳管、点源治理等六大工程，确保
年底前全面完成130项主要入湖河流
综合整治项目，进一步提高入湖水质；
推进排污减量，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淘
汰落后产能，发展循环经济，努力实现
绿色生产、绿色生活和绿色发展，从源

头上减少污染物入河入湖量；推进生
态修复，积极采取生态清淤、聚泥成
岛、湿地建设等创新举措，在重构太湖
生态平衡系统上取得突破，加快复现
山青水美、碧波荡漾的太湖美景。三
要做好防汛工作。立足于防大汛、抗
大洪，强化责任落实，确保监管巡查、
问题整治、应急处置等责任落实到位；
强化重点防范，做好堤岸、低洼易涝片
区等区域和相关市政设施巡防，及时
排除风险隐患；强化监测预警，密切关
注汛情，加强联合会商研判，完善防汛
防台应急预案，整体提高预报预警和
应急处置能力，把握防汛减灾主动权。

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统筹兼
顾“弹好钢琴”，按照全省传达全国两
会精神大会部署，按娄书记调研时对
创新发展提出的要求，一着不让抓好
疫情防控、经济发展、科技创新、民生
保障、安全生产等各项重点工作，确保
疫情“可知可控、精准防控”，更好稳住
经济基本盘，更大力度集聚创新要素、
发展新兴业态、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努
力在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中走在前列、

在加快构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现代
产业体系中奋勇争先，加快做好民生
补短板各项工作，维护社会大局平安
和谐，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夺取“双
胜利”打下坚实基础。

会议听取我市“十四五”规划编制
有关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十四五”
时期，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
史交汇期，是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
基本实现现代化迈进的关键期。编制
我市“十四五”规划，要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科学确定发展目标、实现路径和工
作举措，精心描绘出符合上级要求、体
现时代特点、切合无锡实际、引领未来
发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五
年发展蓝图，开启基本实现现代化新
征程。

会议强调，做好我市“十四五”规
划编制要把握好“四对关系”。一要把
握好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的关系。把
无锡放到全国发展大局中、经济全球
化背景下谋划，既要坚定实施扩大内
需战略，下转第3版>>>

市委常委会贯彻落实省委书记娄勤俭在锡调研讲话精神，对安全度夏度汛
和太湖治理再强调再推进

精准发力实现更高水平的“两个确保”
科学施治让“太湖明珠”更加璀璨夺目

会议研究部署我市“十四五”规划编制、农业农村现代化示范建设、
党校建设发展等工作 黄钦主持

昨天，游客在蠡园赏荷。夏日来临，蠡园举办特色荷花展，以园内
水面种植的大片荷花为主，缸莲、碗莲为辅，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
赏荷。 （刘芳辉 摄）

采样点24小时运作，为
北京来锡人员免费核酸检测

近日，北京市连续新增多例本
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和无
症状感染者，6月13日北京市按照

“三级响应、二级管控”要求，将北京
西城区月坛街道、丰台区西罗园街
道、丰台区花乡（地区）乡、房山区长
阳镇提升为中风险。根据疫情形势
新变化和上级防控新要求，我市动
态调整疫情防控措施。

“一接到任务，我们连夜启动火
车站核酸检测采样点设置工作，现
场勘察设点地址，抽调人员等，一大
早全部到位。”梁溪区卫生健康委副
主任谢波说，核酸检测采样点设在
无锡火车站北广场出站口，从梁溪
区疾控中心、康复医院和志愿者队
伍中抽调精兵强将进驻，设三班24
小时运作，每班15名人员，对北京

来锡人员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采
样、信息登记，以及现场调度、秩序
维护等，他表示，“这是为北京来锡
人员提供的关爱服务，检测费用免
费。”现场看到，在闷热潮湿的黄梅
天，驻点人员身穿二级防护服，“全
副武装”忙碌工作着，尽管大汗淋漓
但仍坚守岗位。从早上8点半到中
午11点半，已采样132人。

接下来，我市还将根据北京来
锡人员流动情况，动态增设核酸检
测现场采样点，如汽车东站等。

对三文鱼、牛羊肉等冷冻
食品应急监测

昨天，我市疾控部门组织各县
区疾控中心，对全市水产品市场和
农贸市场开展新冠病毒应急监测，
以评估疫情风险。监测范围包括天
鹏市场和朝阳市场，以及江阴、宜
兴、锡山、惠山各1个水产品（海鲜）

市场或农贸市场。监测内容主要是
三类：一是市场从业人员，对市场水
产品和肉类摊位人员进行咽拭子、
肛拭子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对新冠
病毒特异性血清抗体IgM和IgG检
测；二是重点食品，水产品主要包括
三文鱼等鱼类、生蚝等贝类、蟹类、
虾类等，肉类包括牛肉、羊肉、猪肉、
禽类等，以进口冷冻产品为主；三是
重点环境，如摊位的地面（地板）、案
板、器具（砧板、刀）、下水道口等，以
及市场内卫生间(大小便池、蹲坑表
面)、洗手池台面、电梯等公共场所。

事实上，6月13日市疾控中心
已对天鹏市场开展新冠病毒应急监
测，采集了三文鱼、市场从业人员、
环境等共 25个样本，检测结果显
示，新冠病毒核酸全部阴性。

严格落实流通市场的常态化疫
情防控措施很重要，有关人士表
示，下转第3版>>>

火车站设北京来锡人员
免费核酸检测采样点免费核酸检测采样点
全市水产品市场和农贸市场开展新冠病毒应急监测

经过连夜筹备搭建，昨
天上午8点半，设于无锡火
车站的核酸检测现场采样点
开始工作。2位来自梁溪区
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身穿防
护服，为北京乘火车来锡人
员进行新冠病毒免费核酸检
测采样。与此同时，昨天对
全市水产品市场和农贸市场
紧急开展新冠病毒应急监
测，重点对从业人员、冷冻水
产品和肉类、市场环境等进
行监测，以评估疫情风险。
记者从有关方面了解到，根
据“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常
态化防控策略，一系列精细
化严密防控措施正在紧锣密
鼓部署和落实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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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修复“养护”一城碧水
湖底5年长出246万平方米“水下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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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举措”保障“软实力”
一场5G直播活动为无锡营商环境“提优”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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