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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节日公共场所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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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读

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强量子科技发展战略谋划和系统布局

增强我国科技应对国际风险挑战的能力

据新华社北京10月 17日电
在第七个国家扶贫日到来之际，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对脱贫攻坚工作作出重
要指示强调，2020年是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之年。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和严重洪涝灾害
的考验，党中央坚定如期完成脱贫
攻坚目标决心不动摇，全党全社会
勠力同心真抓实干，贫困地区广大

干部群众顽强奋斗攻坚克难，脱贫
攻坚取得决定性成就。现在脱贫攻
坚到了最后阶段，各级党委和政府
务必保持攻坚态势，善始善终，善作
善成，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习近平指出，各地区各部门要
总结脱贫攻坚经验，发挥脱贫攻坚
体制机制作用，接续推进巩固拓展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保
持脱贫攻坚政策总体稳定，多措并

举巩固脱贫成果。要激发贫困地
区贫困人口内生动力，激励有劳动
能力的低收入人口勤劳致富，向着
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
标继续前进。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作出批示指出，各
地区各部门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下转第4版>>>

习近平对脱贫攻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本报讯 重大项目加
持，锡宜一体化产业协同发
展提速！10月 17日上午，
宜兴市政府与灵山文化旅游
集团签署合作协议，众所期
待的大拈花湾文化旅游康养
项目正式进入实施阶段。市
委书记黄钦强调，大拈花湾
项目是市委市政府推进锡宜
一体化发展的重大工程，要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
念，加强要素保障、强化协调
服务，全力助推退圩还湖工
程、大拈花湾项目建设，推动
宜兴更好融入区域协作、实
现高质量发展。市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袁飞，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朱爱勋，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宜兴市委书
记沈建参加签约仪式。

大拈花湾项目是锡宜一
体化的旗舰型项目。自去年
4月项目框架协议签订以来，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多次实
地调研、定期督促推进，协调
解决项目推进中的重点难点
问题。市级相关部门主动下
沉、靠前服务，在规划编制、用

地调整、项目审批、对上沟通
等方面加强指导服务，为项目
落地创造了最优条件。

当天，作为大拈花湾项
目的前期治太项目，竺山圩
退圩还湖工程正式开工。黄

钦特意来到竺山圩，实地查
看工程相关情况，要求当地
在加快推进退圩还湖工程的
同时，坚持“在保护中开发，
在开发中保护”理念，高起点
定位、高标准设计、高质量建

设，合力组织实施好大拈花湾
项目，着力构建美丽太湖湾区
的生态工程、锡宜一体化的先
导工程、太湖治理和转型发展
的示范工程，努力实现环境治
理、绿色发展、社会效益“三

赢”。
作为锡宜一体发展“桥头

堡”，大拈花湾项目给宜兴、滨
湖带来了新机遇。“大拈花湾项
目实施主体强、投资体量大、发
展前景好！”宜兴市委主要负责
同志指出，该项目既有利于释
放太湖治理效应，又有利于宜
兴形成南部山区、东部渎区旅
游齐头并进局面，最重要的是
能促进锡宜文旅产业协同发
展、一体化步伐全面加快，为建
设太湖湾科创带、打造世界级
生态湖区和创新湖区贡献更多
力量。滨湖区委主要负责同志
认为，大拈花湾项目是无锡文
化旅游发展的升级版，将有效
放大灵山、拈花湾等优质文旅
项目的辐射带动效应，进一步
擦亮无锡文化旅游品牌，滨湖
区将与宜兴一道推动项目早日
打造成为高品质文旅融合的生
态工程、精品工程。

据悉，项目占地约 3250
亩，总投资约200亿元，建设周
期6到8年，一期力争于2023
年建成开放。项目全部建成开
放后，下转第2版>>>

大拈花湾文化旅游康养项目启动实施
黄钦出席签约仪式

10月17日，市委书记黄钦参加宜兴市政府与灵山文化旅游集团签署合作协议仪式。
（张立伟 摄）

本报讯 近日，无锡佰翱得完成了逾亿元的A轮
融资。“获得融资，意味着坚持了10多年的努力，终于
得到了业界的认可！”日前，来到位于江阴高新区的佰
翱得时，企业人力资源经理陶新告诉记者，对外公布消
息的当天，董事长缪文彬连发了四条朋友圈，隔着屏幕
都能感受到全公司的喜悦，“资金注入后，颜晓东博士
梦寐以求的高端冷冻电镜设备已从上海出关，即将抵
达无锡。”

2009年，佰翱得由一批海归科学家在无锡创立，
2011年，双良集团投资5000万元，将佰翱得引入江阴
高新区生物医药加速器，搭建起自己的生物医药研发
平台。“国内新药的研发，已经从‘仿药’转为‘二次创
新’，这几年，更是向‘源头创新’不断迈进。”总经理吴
家权博士告诉记者，“源头创新”始于“新靶点”，有新的
靶点，就有新的作用机制和新分子实体的“新药”，新药
研发才能真正实现“源头创新”，“国内目前还没有这样
的平台提供给新药研发机构，不断发掘‘新靶点’，填补

‘源头创新’短板，这就是佰翱得的使命。”
要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并不容易。尤其是在

2015年，佰翱得对细分方向进行了调整，人才团队一
下子缩减很多人，“相当于从头来过，最痛苦的是，行业
太前沿，国内很难招到人才！”吴家权也有过迷茫，但董
事长缪文彬的话，让他备受鼓舞，“生物医药是朝阳产
业，还很年轻。只要你们有信心，我会一直支持你们，
陪你们走30年！”为了“觅才”，吴家权费尽心思，“有的
博士是从会展上聊来的，有的是师弟、师妹，还有从别
的企业挖来的……”终于，像滚雪球一样，人才队伍越
滚越大。目前，企业150多名员工中，硕士以上学历占
比超50%，16位博士中有10个是海归。

不断迎接调整，佰翱得持续向世界级难题进攻。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佰翱得的表现也很亮眼。企
业于今年1月22日率先启动“基于表面S蛋白结构的
2019-nCoV冠状病毒药物研发”项目，该项目成功入
选无锡新冠病毒感染应急防治科技专项。“通过解析S
蛋白结构，为新型冠状病毒药物的快速研发打下了基
础。”首席运营官金雷博士透露，佰翱得还与协和医院
及上海药物所合作，共同建立特效药瑞德西韦的分析
方法，揭示了该药的分子作用机制，为研发更有效的特
效药打下了基础。

下转第2版>>>

持
续
向
新
药
研
发
世
界
级
难
题
进
攻
，佰
翱
得
立
志
﹃
要
么
唯
一
，要
么
第
一
﹄

创
新
不
止
，解
码
疾
病
治
疗
的
﹃
密
钥
﹄

本报讯 昨天下午，由无锡市委
网信办指导、无锡日报报业集团主
办、无锡观察融媒中心承办的“太湖
潮·思享汇”首期活动聚焦老旧小区
物业管理这一民生话题。来自市住
建部门、物业公司、社区等方面的嘉
宾围绕这一话题展开深入交流。

为提升老旧小区居民的幸福感
获得感，梁溪区在全市范围内先行

“试点”让市级大型国有物业进驻老
旧小区，居民纷纷拍手叫好。现年

71岁的宋玲自1981年入住曹一社区
纺工大院，至今已近40年。她对物
业进驻后小区每天发生的变化如数
家珍：到处乱停的车辆终于开始有序
停放、锈迹斑斑的单元门第一次被刷
上了亮绿色的油漆。“居民要珍惜这
一来之不易的成果，自觉爱护环境。”
居民代表、曹张新村的退休老党员朱
福泉也感同身受。他说，物业进驻之
后，不仅是外部环境的提升，居民的
邻里关系也更加和谐了。

进驻老小区以发挥国有物业的
优势和长项，对于物业公司来说也是

“摸着石头过河”。金佳物业副总经
理邱枫表示，进驻曹张新村之后，也
想创立一种可以在全市范围内复制
并推广的服务模式。但由于老小区
本身的先天因素，也遭遇了不少难
点。目前公司正克服种种困难，并会
同相关部门探索在“三保”基础上的
档次再提升，包括文化娱乐、居家养
老等方面，下转第2版>>>

“太湖潮·思享汇”首期活动

聚焦老旧小区物业管理

本报讯 昨日下午，以“融入长
三角 发展新经济 实现新跨越”为
主题，为期1个月的惠山开发区第八
届“金秋招商月”启幕。“长三角”和

“新经济”主题成为此次招商月与往
届不同的亮点。

这次招商月活动将采取线上线
下相融合的展示形式，采用新一代信
息技术，让受疫情影响不能到场的全

球专家学者团队能异地参与。同时，
立足惠山，以跳出惠山发展惠山的视
野，此次还将组织一系列融入长三角
的主题活动。

昨日下午，作为招商月的首日活
动，2020无锡惠山经济开发区第三
代新型半导体产业推介大会举行。
据了解，惠山开发区抓住国家集成电
路发展战略的机遇，下转第4版>>>

惠山开发区“金秋招商月”启动
首日6个“芯”项目集中签约

入秋以来，市民走在建筑工地外围，随处可见围挡上有降尘喷
淋，洒水车来回保湿，大型封闭工地周边环境日趋变好。然而，刚开
工和临近交付的工地、拆迁工地、市政道路、小区改造项目等小工程
仍然“久治不愈”，成为文明施工整体向好的“漏网之鱼”。记者从市
环保部门9月30日发给全市各质安站的一张卫星监测图上看到，仅
新吴区的9个扬尘超标点中，8个是刚开工项目和一些零星工程。
缘何此类工地成为文明施工的“绊脚石”？下一步将针对性实施哪
些举措树立“无锡规矩”，记者走访了相关工地和主管部门。

不同种类“问题户”成
监管盲区

“两周前，面前这一大片土地基
本上都是裸露的，建筑垃圾随意堆
放，破损的绿网随风卷起沙土，像这
样刚完成拆迁不久的工地，多是‘三
不管’地带，也是目前文明施工最难
啃的‘硬骨头’之一。”市质安站副站
长朱秋良指着经开区与梁溪区交界
处某拆迁工地说。

随着建筑工地文明施工监管
不断加码，大型封闭式工地基本都
达到了文明施工标准，但新问题也
逐步暴露：一些市政、拆迁和零星

工程，以及开竣工工地成“重灾
区”。从上报市住建部门的文明施
工“黑榜”上看到，市政道路工程占
比最高，其次是进场及收尾阶段的
大型建筑工地以及拆迁工程。

市质安站相关负责人说，市政
道路工程因全程与土方打交道，并
且有些是临时开挖修补，按规定无
需申领施工许可证，这就“逃脱”了

相关部门的监管。一些背街小巷道
路改造以及绿化施工、翻新等零星
工程也属于此类情况，工人们干完
就走，有的甚至连围挡都不搭。

如何监管成了难题。市住建局
质安处负责人介绍，这些不同种类
的工地分属于城管、园林、街道甚至
小区物业等不同的主管部门，因监
管力量、方式不同很难形成合力，主

管部门没有执法权，导致此类工地
成了治理顽疾，目前主要依靠群众
投诉及各区质安站巡查发现问题、
督促整改。

文明施工意识不足是
“内因”

梅里古镇二期景观工程登上
了新吴区第二期文明施工“黑
榜”。记者近日在工地现场看到，
一边是主体工程已经建好的白墙
黑瓦江南民居，一边是绿化景观
施工的裸土和建筑垃圾，对比十
分鲜明。工地项目负责人见督查
组来了，急忙让现场工人用施工
三合板遮盖堆成小山包的裸土和
建筑垃圾，但仍然让督查组抓了

“现行”。
下转第2版>>>

开竣工工地和市政小工程成“问题”大户

移走文明施工“绊脚石”该如何精准施策？

本报讯 昨天从无锡经济开发
区社会事业局了解到，由市体育局和
经开区共同打造的2020为民办实事
项目尚贤河全民健身步道先期工程
揭开面纱（如图），为市民又增添了一

个运动“打卡”的好去处。
据了解，步道粉紫色的主色调是

在无锡马拉松色彩元素基础上进行
的创新。同时步道采用的预制环保
卷材，下转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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