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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据新华社北京12月 8日
电 12月8日，国家主席习近
平同尼泊尔总统班达里互致信
函，共同宣布珠穆朗玛峰高程。

习近平指出，去年，我们
就中国和尼泊尔共同宣布珠
穆朗玛峰最新高程达成共
识。一年多来，两国团队克
服种种困难，扎实开展工作，
最终确定了基于全球高程基
准的珠穆朗玛峰雪面高程。
今天，我愿同班达里总统一
道，代表中尼两国向全世界
正式宣布，珠穆朗玛峰的最
新高程为8848.86米。

习近平指出，珠穆朗玛峰
是两国世代友好的重要象征。
两国将这一世界最高峰确立为
中尼之间的界峰和“中尼友谊

峰”。今天我和你共同宣布珠峰
最新高程具有承前启后的时代意
义，也充分体现了中尼关系持续
发展的高水平。中方也愿同尼方
一道，积极推进珠穆朗玛峰生态
环境保护和科学研究合作，守护
好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和家
园。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尼建
交 65 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
下，两国政治互信日益增强，共
建“一带一路”稳步推进，跨喜马
拉雅立体互联互通网络正从愿
景变为现实。中国和尼泊尔要
推动两国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
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
断向前发展，共同打造中尼更加
紧密的命运共同体，造福两国和
两国人民。

新认定17家总部企业，总数达到
52家！其中先进制造业总部企业占
比过半，服务销售型总部企业首次出
现连锁餐饮企业。无锡总部经济发展
的亮眼成绩让人欣喜，良好的发展质
态折射出无锡新经济发展的勃勃生
机，也必将为无锡产业转型升级、经济
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劲动力。

以数字经济、总部经济、枢纽经

济等为代表的新经济，是潜力巨大
的经济“蓄能水库”，能为经济行稳
致远提供“源头活水”。就拿总部经
济来说，具有很强的“虹吸”和“核聚
变”效应，会集聚大量的高新技术、
高端人才，带来高质量税源，带动高
层次消费，从而产生发展的乘数效
应。一个总部企业的效应甚至可以
超过一个产业的效应，形成的不仅

是新增长点更是新增长极，阿斯利
康对无锡的发展贡献度就是一个很
好的例子。

今年4月，我市专门召开“三大
经济”推进会，对数字经济、总部经
济、枢纽经济发展进行再部署再推
进，与数字经济、枢纽经济发展现状
相比，我市的总部经济发展相对较
弱，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需要我们

花更多力气，抢抓“新项目”、引育“新
企业”、建好“新载体”，有针对性地引
导企业向总部化转型，分类规划建设
总部经济集聚区，提高融资、财务、审
计、咨询等生产性服务业的配套能
力，从而把无锡的总部经济打造得更
优更强，释放出“蓄能水库”的强大动
能，更好地助推无锡经济发展动能转
换和城市能级提升。 （石洪萍）

做大潜力无限的“蓄能水库”短评

11月13日，无锡市妇幼保健院开
出全市首张新版医疗收费电子票据，
患者打开手机，就能随时一目了然查
看票据。不仅如此，在该院就诊，一部
手机让整个流程尽在掌握，极大减少
了患者窗口往返次数和排队时间。近
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物联网、大数据
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智慧医疗”逐渐
成为现实，提升了患者的就医体验，缓
解了候诊久、排队多、看病挤等问题。

在无锡打造“智慧城市”的蓝图
上，智慧医疗是重要篇章。去年6月，
无锡市全民健康信息平台通过国家互
联互通标准化成熟度五级乙等测评，
为全国第二家达到这一最高等级的地
级市；疫情期间，5家互联网医院在线
开展门诊服务累计2万余人/次；我市
率先在省内启用预防接种“分布式数
据管理中心”部署，连接166个预防接
种单位。

互联互通破解“信息孤
岛”问题

传统的医疗资源分配是以医院为
中心，患者在看病时往往需要找不同
医生、找不同医院，甚至同一位患者在
一家医院做了检查，再到其他医院就
医时还要重新做同样的检查。信息不
连通，成为看病难的一个原因。

打破信息壁垒，无锡医疗一直在努
力。“通过信息的连接，让实现医疗同质
化成为可能。”在无锡市人民医院影像
科，医生们每天对新安街道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等医联体单位的影像学报告进
行审核，该科主任方向明告诉记者，在

社区就医的患者无需拿着报告跑大医
院，就能获得大医院高水平的读片服
务。该院影像科医生通过远程PACS
系统，就能随时调阅医联体单位的影像
学报告，并进行审核把关，免去当地患
者再来大医院排队、挂号。除了“向下”

连通，该科还“向上”连通，与上海华山
医院影像科建立影像会诊平台，解决疑
难病例的诊断难题。

今年，我市53家医疗机构实现了
检验检查结果互认，进一步简化患者
就医环节。不仅如此，信息化正逐步
实现区域化健康数据连通。目前，无
锡市级全民健康平台已建设成为国内
一流区域信息化平台，该平台上联省
平台，下联江阴、宜兴、锡山、惠山4个
区级实体平台，覆盖15个三级医疗机
构、12个二级医疗机构、96个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和疾控、卫生监督、急救等
各类公共卫生机构，以及部分非公立
医疗卫生机构；外联公安、民政、食药
监、残联、社保等跨行业机构信息，打
通数据烟囱，实现数据共享与业务协
同。目前平台已注册居民727余万，
健康档案650余万份，动态储存全市
住院电子病历300余万份，门诊电子
病历3000余万份。

“互联网+医疗健康”服
务形式多样

以往去医院看病，患者穿梭于不
同窗口，排队等待时间常远超就诊时
间，费时费力，造成看病难、看病挤，
就医过程常常成为一种负担。2020
年，下转第2版>>>

打通数据孤岛 推动资源共享

以人为中心，“智慧医疗”建设加速

本报讯 12月7日，无锡市新吴
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并当庭宣判
被告人岳惠芳、周晓伟诬告陷害罪一
案。依法判决被告人岳惠芳犯诬告陷
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
个月；被告人周晓伟犯诬告陷害罪，判
处有期徒刑九个月，缓刑一年。至此，
一场精心“策划”诬陷公职人员、诋毁干
事者、以泄私愤的案件终于尘埃落定。

对工程付款环节不满，“矛头”指
向主管公职人员。据法院审理查明，

被告人岳惠芳为苏州市某园林绿化建
设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负责人，2017
年5月，该公司中标无锡市某经济开
发区景观绿化项目并进行施工，后在
工程款结算过程中，岳惠芳对工程款
结算周期和比例不满，认为这都是时
任该经济开发区管委会负责人所决
定，由此对其心生不满。

为泄私愤，今年9月15日晚，岳惠
芳与其公司项目经理周晓伟共谋虚假
举报。16日上午，为增加举报信的可信

度，周晓伟在岳惠芳的安排下还到某小
学等地拍摄照片，用于污蔑该负责人与
相关工程单位存在不正当利益往来。

为增加可信度，他们还从网上搜
举报信模板、改名换姓，附上精心制作
的“证据”。很快，捏造该负责人挪用
资金、以权谋私、受贿等虚假内容的

“举报信”就炮制好了。为了让举报能
“一举成功”，两人制作了三封不同内
容的举报信，由周晓伟先后至南京、无
锡新吴区向江苏省纪委监委、无锡市

纪委监委邮寄投递，意图使被举报人
即该负责人受到刑事追究。

恶意“小动作”绝不容许，发现一
起查处一起。无锡市纪委监委收到
举报信后对该领导启动工作程序，经
调查未发现其存在举报信中涉及的
挪用拆迁款、以权谋私、受贿、违规招
标等行为。随后，公安部门启动了该
案件的调查，经过缜密细致的摸排，
案件逐步浮出水面。

下转第2版>>>

编造举报信诬告陷害公职人员
接受一审判决

详见第4版>>>

新华社北京12月 8日电 记
者从国家航天局获悉，12月8日6
时59分，嫦娥五号上升器按照地面
指令受控离轨，7时30分左右降落
在月面经度0度、南纬30度附近的
预定落点。

此前，嫦娥五号上升器实现我
国首次地外天体起飞，在预定轨道
与轨道器返回器组合体交会对接，

完成月球样本转移，并于12月6日12
时许与轨道器返回器组合体顺利在轨
分离。

国家航天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
专家表示，嫦娥五号上升器已圆满完成
使命，受控离轨落月可避免其成为太空
垃圾，避免影响国际社会后续月球探测
任务，这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对人类
和平探索利用太空的重要承诺。

嫦娥五号上升器受控落月

中尼元首互致信函
共同宣布珠峰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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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市发展改革委

公布了2020年度总部企业名单,包
括了海力士（无锡）半导体销售有限
公司等通过复核的已认定总部企业
35家，新认定贝龙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等17家总部企业，总计52家。

吸引企业总部集群布局、创新
发展，无锡总部经济发展驶入“快车
道”。分析这份入围名单，在产业分
布上，涵盖了我市主导产业的所有
门类，其中先进制造业企业占比
57.6%。随着总部企业综合实力提

升，更多的总部功能转移到无锡，名
单中综合型总部企业38家，占比
73%。

促使“无锡制造”向“无锡创造”
转变，从“生产车间”向“总部基地”
转变，总部企业眼中的无锡不再只
是制造基地，更多地拥有了研发中
心、技术中心属性。今年“双11”期
间，无锡硕放空港中通分拨中心内，
一条总长近451米的双层自动分拣
系统每小时将4.8万件包裹分发到
代表不同地区的收集袋中。该传送

线的研发者，中科微至智能制造科
技江苏有限公司就是这次新认定的
总部企业，研发产品最高分拣率已
达到10万件/小时。同类先进制造
业总部企业在新名单中达30家，占
比超过半数。

随着以用户为中心的时代来临
和产业分工的高度专业化，无锡对
总部经济的推动，追求着产业链微
笑曲线向品牌、分拨营销等两端延
伸。今年服务销售型总部企业首次
出现了连锁餐饮企业。虽然受疫情

影响，但凭借总部管控优势，同庆楼
太湖餐饮无锡有限公司三季度业绩
已超去年同期。相关负责人表示，
在无锡已拥有连锁门店9家，“事实
证明，选择在无锡发挥总部优势是
正确的。”

“虽然以超万亿元的经济总量规
模跻身于全国先进城市之列，但产业
结构同时面临着土地供应、环境容
量、城市规划等多方面的制约。这些
年，无锡建立起较完善的支持政策框
架和服务体系，下转第2版>>>

今年新认定17家总部企业，总计52家

无锡总部经济发展驶入快车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