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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双拥模范城（县）命名暨双拥模范单位和个人表彰大会举行
习近平亲切会见与会代表，表示诚挚问候和热烈祝贺

本报讯 10月 20日，这是一
个令人振奋的日子。当天上午，市
委书记黄钦代表659万无锡人民，
出席全国双拥模范城（县）命名暨双
拥模范单位和个人表彰大会，从北
京捧回一块沉甸甸的奖牌——全国
双拥模范城，这是我市连续第八次
荣膺这一荣誉称号。更让人欣喜的
是，此次江阴第五次、宜兴首次跻身
全国双拥模范城行列，无锡首次成
为市及所辖市（县）都获殊荣的“大

满贯”城市，创成首个全国双拥模范
城市群。市委常委、军分区司令员
王作才同时出席会议。

多年来，无锡市委、市政府和
驻锡部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强
军思想为指导，始终把双拥工作作
为一项事关实现强国梦、强军梦的
重大政治任务，纳入经济社会发展
总体规划、纳入党委政府重要议事
日程、纳入党政班子和领导干部政

绩考核、纳入精神文明建设重要范
围同步谋划、同步推进。市委常委
会会议、市政府常务会议多次研究
谋划双拥工作，党政主要领导率先
垂范、亲力亲为，积极推动党中央、
国务院、中央军委和省委、省政府
关于双拥工作的决策部署在无锡
落地落实，无锡双拥工作持续走在
全省全国前列。

在军地双方共同努力下，无锡
的双拥氛围浓厚、成果丰硕，拥军政

策、优抚政策、褒扬政策不断健全，
一批事关部队官兵切身利益的热点
难点问题得到妥善解决，退役军人
服务保障体系逐渐得到完善。与此
同时，驻锡部队在抓好练兵备战的
同时，牢记宗旨、发扬传统，视驻地
为故乡、视人民为亲人，积极参与地
方建设，在抢险救灾、疫情防控、扶
贫攻坚等方面冲锋在前，为全市经
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赵晖）

江阴、宜兴双双获殊荣，首次实现“大满贯”

无锡荣膺全国双拥模范城“八连冠”
黄钦出席表彰大会并领取奖牌

“地铁站有了军人免费通道！”
前不久，休假归队的无锡联勤保障
中心战士曹树鼎搭乘地铁时发现，
从去年元旦起，现役军人凭军人证
件，在无锡可免费乘坐公共交通工
具。作为一支新组建的部队，无锡
联勤保障中心官兵们对“第二故乡”
的信赖，从踏上这片热土就建立起
来了。

免费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看似
不起眼的一件“小事”，却折射出无
锡人民一片真挚的拥军情。近年
来，无锡市委、市政府和驻锡部队以
争创全国双拥模范城为抓手，不断
丰富双拥工作内涵，创新双拥工作
形式，从破解棘手难题、多办好事实
事入手，演绎了一幕幕军爱民、民拥
军的动人故事。

解 难 题

免除官兵后顾之忧
2019年8月，武警机动某支队

全员出动赴深圳执行任务，42名军
人子女入学入托无法接送。市委、
市政府获悉后，拨出专项经费10.8
万元，为孩子们解决车辆接送问题，

免除了官兵后顾之忧。为解决部队
官兵子女入学入托问题，我市通过
定点接收、学校与部队共建等形式
协调安排军人子女就近就便优先进
入公办小学和初中。2016 年到
2019年，全市接收军人子女入学入
园1500多名，有139名军人子女享
受到中考加分或同等条件优先录取
优待，下转第2版>>>

解难题 办实事 显本色
——无锡争创全国双拥模范城“八连冠”侧记

新华社上海 10 月 20 日电
10月 20日，国际标准化长三角
协作平台在上海启动。该协作平
台是由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市场监
管部门共同创设，将有效对接长
三角协同创新产业体系建设，为
长三角区域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提供支撑。

2019年以来，在国家标准化
管理委员会的指导和支持下，上
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会同浙江、
江苏、安徽三地市场监管部门，建

立“统一研制、联合立项、共同发布”
的长三角区域标准管理机制，出台
《长三角标准一体化工作制度》，在
交通、旅游、物流、信息化等方面发
布多项区域协同地方标准，初步形
成长三角标准一体化工作格局。这
也为国际标准化长三角协作平台的
建立奠定了基础。

据了解，该协作平台将联动长
三角三省一市，发挥区域产业优
势、技术优势、人才优势，共享区域
国际标准化工作资源，融通区域

“产业链”“创新链”“标准链”，形成
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
新格局，共同推进长三角区域核心
竞争能力提升，引领参与产业全球
合作交流。

四地市场监管部门共同明确了
协作平台组织架构运作机制，并明
确以标准项目促进实质性合作。当
日，该平台还公布了首批21项长三
角国际标准化协作试点项目，涉及
5G用电缆、新材料、智慧核电等区
域重点产业。

国际标准化长三角协作平台启动

本报讯 本月上旬，地铁4号
线一期工程全线贯通；月底，3号
线就将正式运营。昨天，无锡地
铁又有好消息传来，4号线首辆列
车来了！当天下午，无锡地铁4号
线首辆列车接车仪式在硕放车辆
段启动，更加智能、环保的列车

“阿紫”首次亮相（如图）。
延续无锡地铁列车的一贯设

计风格，4号线列车仍以惠山泥人
的“大阿福”为造型灵感来源，头罩
前方宛如一个可爱的阿福脸。外
观与内饰则以紫色为主要装饰元

素，车身侧边圆润的盲窗搭配飘逸
的紫色腰带，一改“大哥”“二哥”略
显严肃的“W”造型，给车辆带来灵
动可爱的观感。进入列车车厢，每
节车厢都饰以浅蓝色“月亮门”，这
一取自江南传统园林的设计主题
使列车增添了不少艺术气质。

车厢内部最大亮点是新增的
电子地图显示屏，每节车厢门区
都采用LCD动态地图。相比现有
1号线、2号线列车门框上的贴膜
显示线路站点，“阿紫”加装的
LCD动态地图可使乘客更加直观

地看到列车行进方向以及当前到
站情况，甚至还会提示从哪一侧
开门，乘坐体验更加“友好”。据
介绍，4号线列车还升级采用无触
点逻辑控制技术及智慧运维列车
集成技术，可使故障有据可循，降
低运营成本的同时提高车辆运行
可靠性，保障乘客出行准点率。

据悉，地铁4号线一期共有
25辆列车，首辆列车到段后，后续
其他车辆也将陆续到段。预计4
号线一期将在明年年底之前通车
运营。 （朱冬娅 图文报道）

本报讯 10月 19日—20日，
市政协主席周敏炜率部分住锡省政
协委员视察了泰州医药高新区、江
阴—靖江工业园区，围绕泰州市医
药产业和工业园区建设情况开展调
研。市政协副主席张丽霞、高慧，秘
书长王鸿涌参加视察。泰州市政协
主席卢佩民，泰州市委常委、宣传部
长刘霞陪同视察。

泰州医药高新区2006年正式启
动建设，是全国唯一的省部共建高新
区。在视察时，委员们详细询问高新
区建设情况，深入了解泰州在利用自
身区位优势发展医药产业、实现创新发
展方面的经验做法，充分肯定了高新区
围绕生物医药大健康产业链构建的“4+
3+1”特色产业体系。委员们还参观了
雀巢健康泰州工厂，下转第3版>>>

住锡省政协委员
赴泰州视察

本报讯 昨天，全国人大代表、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徐一平率部分在
锡全国人大代表和省人大代表来到
锡山区，就加快5G建设、推进工业
互联网发展情况开展年中调研。市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滕兰英、副市长
张明康陪同调研。

调研组先后实地考察了无锡维
尚家居科技有限公司、蜂巢能源全

球锂电创新中心和中国南山·无锡车
联网小镇，并考察了新农村建设农房
翻建先行村——安镇街道谈村。维尚
家居内板式家具的智能化生产流水
线、蜂巢能源一期已投产的高精度高
度自动化中试线、南山无锡车联网小
镇展示厅内的无人驾驶车等一系列人
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在工业领域的
应用，下转第3版>>>

在锡全国、省人大代表
开展年中调研

本报讯“五星红旗
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
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
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昨晚，熟悉的歌声从无锡
市人民大会堂飘出。由无
锡市歌舞剧院（江苏民族
舞剧院）创排的大型民族
舞剧《歌唱祖国》在2020
太湖文化艺术季的舞台上
首演。激昂的音乐、精湛
的舞技、生动的表演……
给锡城人民呈现出一个耳
目一新的《歌唱祖国》。

为向建党100周年献
礼，无锡市歌舞剧院以无
锡籍著名音乐家王莘创作
《歌唱祖国》这首家喻户晓
的爱国歌曲的心路历程为
题材，通过丰富的舞蹈语
汇，讲述了他的亲身经历
与家国情怀。舞剧力邀国
家一级导演王舸，青年作
曲家杨帆，国家一级舞美
灯光设计任冬生，著名舞
蹈表演家刘迦、秦熙等国
内重量级专家组成核心主
创团队。该剧不仅成功入
围2020年江苏省舞台艺
术精品创作扶持工程重点
投入剧目，还成为庆祝中
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舞
台艺术精品创作工程“百
年百部”创作计划申报剧
目。 下转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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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期文明施工“红黑榜”产生震慑波
启动分类放榜，曝光并重罚督促黑榜企业销号

本报讯 跑了18个城市最终落地惠山经济开发
区生命园，投资1.8亿美元的保诺科技中国创新药物研
发中心，将在建筑面积3.66万平方米的高层厂房内，做
到千亿美元的年产出。惠山开发区负责人说，受困于
土地资源不足但项目不断引入，新经济业态为破解“招
商无地”困局提供了答案，“在推动长三角产业集群协
同发展的进程中，生物医药研发外包等硬核产业用地
少、产值高，满足开发区高质量发展和融入长三角的需
要。”

惠山开发区创建19年来，传统的土地加项目招商
模式引入的企业，已使46平方公里建成区内“寸土寸
金”。“从土地、项目和劳动力‘合成’的招商要素，已经
不适应位于全省省级开发区前列的惠山开发区。”惠山
开发区负责人说，以技术、资本和数字经济等为主体的
新要素，成为当下招商引才的新靶向，“不能再拿土地
作为招商的关键引力了。”

武汉人汪伟最近在深圳忙完客户洽谈后，马不停
蹄就赶回无锡惠山经济开发区的企业，一个用于生产
半导体模块的新车间正在加紧建设中，这是解决锐科
激光武汉总公司产能不足、无锡公司需求激增的项目，
作为无锡锐科纤激光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的他，
日夜牵挂，期待早日投产。他的这个项目，同时也被长
三角区域的许多相关产业链客户牵挂，其中不少客户
是跟着锐科从武汉搬来无锡和附近城市的。作为国内
首屈一指的激光器龙头企业，“企业新规划瞄准长三角
转移产能，而产业链也随之而动。”惠山开发区相关负
责人说，开发区在转型发展中提升实体经济数字化、网
络化、智能化水平，推动形成长三角硬核产业集群协同
发展模式，新一批“链主”企业和隐形冠军正在破浪
前行。而这些新企业，需要的并非占地面积，而是良好
的配套服务和政策。

科技金融成为开发区吸引“链主”企业的重要因
素。把江浙沪三地分散的企业集中到惠山开发区，建
成国际高端的无线充电和吸波材料自主研发的全链
条工厂，无锡蓝沛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今年3
月签约后，紧锣密鼓完成了惠山洁净车间的装修和上
海金山总部及各个生产基地的动迁，“还有不到两个
月就将投产。”公司副总裁贾明智说，作为华为手机无
线充电器的一级配套供应商，蓝沛公司在感受到惠山
开发区的高效服务后，又主动新增了与5G相关的一
体成形电感项目，一期投入 1 亿元建设 10 条生产
线。惠山开发区相关负责人说。“资本招商的路径，吸
引了一批靠产品而不是靠人力和土地傲立市场的高
端企业。” 下转第3版>>>

新
经
济
项
目
﹃
智
﹄
破
﹃
招
商
无
地
﹄
困
局

惠
山
开
发
区
推
动
形
成
长
三
角
产
业
集
群
协
同
发
展
模
式

4号线列车阿紫来了
技术升级，乘坐体验更“友好”

上月全市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增17.1%

创年内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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