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12月
星期四

农历庚子年十一月初三

今日12版
第18243期17 日

无锡观察

今日晴转多云 偏北风3~4级 最高气温:8℃ 最低气温:－1℃ 明日阴有雨 4℃～7℃

国内统一刊号:CN32-0011 无锡日报报业集团出版 社址 江苏省无锡市太湖新城金融二街1号 邮编 214125 广告投放热线：81853027 发行投诉热线：85057666 图文投稿邮箱：wuxidaily@126.com www.wxrb.com 零售价：1.5元

本报讯 昨天，创业仅8年的
航亚科技成功登陆科创板，为我市

“上市年报”画上圆满句号。从市地
方金融监管局获悉，今年“无锡板
块”量质齐升，新晋16名成员，A股
总市值突破1.2万亿元大关，超过
去年1.18万亿元的GDP，是全省首
个A股总市值超万亿且跑赢GDP
的城市。科技企业堪称绝对主力，
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道靓丽风
景。

抢抓风口，企业弄潮资本市
场。今年以来，华润微上演科创板
红筹股“首秀”，科创板光伏第一股
奥特维、本地“两机”产业第一股派
克新材等企业竞相站上资本舞台，
全市共新增16家境内外上市企业、
另有9家成功过会，创下历史新高，

三家企业同日过会、企业两两携手
上市更是佳话。目前，上市企业累
计达162家，平均每百平方公里就
有3.5家，密度为同类城市之最。

资本动向，折射产业转型方
向。查阅新上市企业名单，除一家
是金融机构，其余均来自集成电路、
生物医药、新材料、高端制造等领
域，科技型企业占比达到九成。“以
前上市公司以纺织、化工、机械等传
统企业为主，但今年新上市企业科
技属性鲜明。”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局
长顾伟称，无锡坚定不移加快产业

转型升级，一大批科技企业脱颖而
出，全市已有7家公司在科创板上
市，数量位居全国第六。

“我特意选了‘688510’这组数
字作为股票代码，寓意是家无锡本土
的创新型企业。”航亚科技董事长严
奇表示，企业创办至今刚好8年，实
现了从单一叶片制造商到航空发动
机关键零部件集成供应商的转型。
在他看来，无锡企业之所以受到资本
青睐，在于有着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和
较强的创新能力，而良好的发展环境
也为企业创新创业厚植土壤。

“科技新贵”成为资本市场“明
星”，受到投资者追捧。生物医药企
业药明康德上市两年多，市值超
2800 亿元，是名副其实的“巨无
霸”。国内射频芯片龙头企业卓胜
微是本地第二家千亿市值企业，上
市一年多以 30 倍的涨幅傲视群
雄。值得关注的是，今年一批集成
电路企业竞相逐鹿资本市场，华润
微、芯朋微、新洁能等企业接连上
市，形成颇为壮观的“链式效应”，展
现出我市产业集群式发展的活力。

万亿市值，映照无锡产业资本
活跃度。市地方金融监管局负责人
表示，明年将围绕太湖湾科创带建
设，突出资本赋能，以科技创新之
力，助推无锡在高质量发展赛道上
领跑在前。 （江菊敏、高美梅）

无锡板块市值首超GDP
一年新增16家上市公司，科技型企业占九成

芦朱巷浜是洋溪河的支流，位于惠山区钱桥街道
东风社区，河边一家占地1000多平方米的皮革化工厂
已办了20多年，村民忍受了多年浓重的异味，也呼吁
了多年。关停这一带的小工厂，社区损失不少租金，

“把美好环境复原并还给百姓，是第一位的。”社区一位
工作人员说。如今，不光芦朱巷浜，直通京杭大运河的
洋溪河两岸也已整治一新，新建的湿地公园成了百姓
的休闲好去处。日前发布的省生态文明建设示范乡镇
（街道）村（社区）名单中，钱桥街道名列其中。在锡西
乡村振兴风光带上，这个老工业乡镇的“逆袭”令人惊
讶。

率先组建“特战队”全方位作战
走近锡兴特钢（原无锡县钢铁厂），只见一片刚拆

不久的废墟。这里曾是无锡有名的大企业，废气排放
产生的“黑龙”“黄龙”现象时有发生。今年6月，已经
停产关闭4年的锡兴特钢旧址进入拆除阶段，目前钢
厂主体已经大部分拆除。“文化创意产业将入驻这里。”
据悉，锡兴特钢关闭后，每年可减排烟尘6715吨，减排
二氧化硫486.5吨，将对提升钱桥空气质量起到非常关
键的作用。

记者近日来到自动监测空气质量的钱桥站点，看
到机器监测显示PM2.5浓度值为每立方米21微克，这
个数据达到了空气质量优的标准。据统计，今年以来，
钱桥的PM2.5平均浓度从年初时的每立方米55.8微
克到半年后的每立方米29.4微克，实现了从“差”到

“优”的转变，连续数月稳居惠山区第一，保持全市83
个乡镇（街道）前十位。“这是新机制产生的新效应。”惠
山区污防攻坚办负责人说，今年上半年，街道在全市率
先建立污染防治攻坚新机制，综合宣传、督查曝光、平
台监管等四个专业工作组实体化“全方位作战”，新组
建的污防攻坚办兼“指挥员、情报员、参谋员、战斗员、
协调员、督查员”六大员于一身，组合发力。今年省太
湖治理暨安全度夏专项督察交办给钱桥7个问题，还
有往年积累下来的老问题，“一案一档，实行整改闭
环。”到10月，上级环保督察下达街道的整改问题已全
部销号。

“散乱污”集结地变了模样
洋溪河是钱桥百姓的“母亲河”，河畔的湿地公园，

是在整治沿岸遍布的“散乱污”企业后投资新建的。常
常来河边散步的居民马桂龙说，他家原来就在这一带，
原先对面都是酸洗厂、小型化工厂等，现在通过整治都
关停了，环境变了模样。冶金酸洗企业是钱桥的主要
污染源头，在百姓的呼声中，拆迁、关停、提升改造达
46家，“企业结构优化、污染减排，群众满意度明显提
高。”街道污防攻坚办信访曝光、平台监管部门统计，不
但投诉量减少了，而且办结率高达100%，“平均1—2
个工作日办结1件”。一年不到的时间，惠山区钱桥街
道一下子关停了92家“散乱污”企业。

污染企业集结地的蝶变推动了生态环境的蜕变。
在向阳河边，街道投入350万元，把夏禹桥边以往尘土
飞扬的裸土13000平方米整体复绿。下转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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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电 距离2021年还有
半月，一场开到北京的产业交流会，让
当地科研院所、高校以及企业，充分感
知到了千里之外的这座工商业名城领
跑产业发展的雄心和急迫。昨天，

“2020无锡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北
京）合作交流会”召开，以“相聚京城，
共创锡望”为主题，共促京锡两地务实
合作深化和拓展。至此，无锡放眼全
国寻求“合伙人”的“锡望”系列圆满收
官。

“无锡和北京有着天然的优势互
补和巨大的合作空间”。市工业和信

息化局人士认为，这不仅仅指区位特
点、自然环境以及经营成本等元素的
互补。当前全球研发投入最集中、创
新最活跃、应用最广泛、辐射带动力最
强大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正成为
无锡发展的“首要”选项，而北京恰是
集聚了大量人才、项目、技术的“信息
高地”——高度契合的产业基因奠定
了“双城”对接融合的坚实基础。据了
解，京锡合作由来已久，曙光信息产业
股份有限公司旗下无锡城市云计算中
心有限公司、央视网络旗下央视国际
网络无锡有限公司等项目都已在无锡

落地生根、运行良好。
着眼未来的发展需求激发出深

度合作的无限可能。昨天签约的中国
航天科工集团航天新气象科技有限公
司，是航天科工集团继航天大为之后
在无锡布局的第二个项目。气象服务
的拓展，基于物联网和大数据、集成电
路等技术的支撑，董事长张哲因而对
未来发展充满希望，有信心提供从地
面到高空的完备的产品体系。当天签
约的项目总共达32个，投资总额超
过了120亿元；北京阿塔云的“IDC”
项目、北京中科银河芯科技有限公司

的智能环境传感器芯片项目、北京车
联天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智能网
联平台项目等聚焦新基建和数字化
转型，为无锡的“三大经济”发展注入
了新动能。

“无比真诚，锡望您来”。从上海
的科技洽谈会开始，深圳的“洽在鹏
城，筑造锡望”、到杭州的“锡望同杭，
数字共生”再到北京的“相聚京城，共
创锡望”，今年以来，无锡以“锡望”系
列活动探索寻求未来多领域、深层次、
全方位的战略合作，释放出开放、互
利、共赢的积极姿态。下转第2版>>>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北京）合作交流会签下32个项目、投资总额超120亿元

产业基因契合，“锡望”引来北京“合伙人”

16日，新建成的解放南路人行天桥投入试运
行，市民经人行天桥穿越解放南路前往朝阳农贸
市场。人行天桥形似一艘乌篷船，主桥长30米，净
宽4.2米至7.2米，设计轻巧灵动，钢结构和简洁的
线条与繁华的现代都市相辉映，两侧引桥上还设
有双向自动扶梯，方便市民上下桥。 （卢易 摄）

解放南路人行天桥

试运行

导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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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2 月 16 日电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
的习近平同志《论坚持全面依法
治国》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
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这部专题文集，收入习近平
同志关于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的重
要文稿54篇。其中许多文稿是
首次公开发表。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全局和
战略高度对全面依法治国作出

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推动我国社
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历史性变革、
取得历史性成就，全面依法治国实
践取得重大进展。习近平同志围
绕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发表了一系
列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
什么实行全面依法治国、怎样实行
全面依法治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形成了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
法治思想内涵丰富、论述深刻、逻
辑严密、系统完备，是马克思主义
法治理论中国化最新成果，是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依法治国
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
同志《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的出
版发行，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建设社会
主义法治国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十分重要
的指导意义。

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出版

逾逾350350个设施完成改造个设施完成改造，，惠及我市近百万居民惠及我市近百万居民

二次供水改造建成全省最高标准二次供水改造建成全省最高标准

部分道路功能不匹配、分流难等共性问题亟待解决

道桥建设如何破解路网道桥建设如何破解路网““梗阻梗阻””

▶▶33版版

无锡构建“多层次”住房供应体系
住房的故事，是一面镜子，映照出

城市发展、社会民生进步的影子。作
为房地产调控“一城一策”的试点城
市，无锡积极探索房地产市场分类调
控举措，落实“房住不炒”定位，加快建
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
的住房制度，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
康发展，实现全体居民“住有所居”。

住 房 保 障
6.7万户城市中低收入

住房困难家庭圆了“安居梦”

婚后的邹桂英一直没有自己的房
子。儿子很小的时候，她就只能带着
他住单位的集体宿舍，并在娘家过了

很长一段时间，之后靠租房子一租就
是10多年。就在5年前，邹阿姨的儿
子通过保障房政策，购买了新街家园
一套70平方米的居室，从此告别了母
子俩长达28年的无房生涯。也就是
在这一年，有了房子的儿子终于结婚
有了自己的“小家”。

随着孙女的出生，一家4口住得
有些拥挤。去年，60多岁的邹阿姨
以自己个人的名义向户籍所在区的
住房保障部门申请购买经济适用住
房，很快便审核通过，并在今年6月
份选到一套位于毛湾家园A地块的
保障房。

据不完全统计，2008年以来，我
市已累计有6.7万户城市中低收入住

房困难家庭被纳入保障范畴。其中超
5万户家庭因搬进经适房圆了住房
梦，有5675户家庭因廉租房政策解决
了租房难题，1176户城市中低收入住
房困难家庭搬进了公租房。

政策完善是保障百姓“住有所居”
的基础。为了优化住房保障体系，加
大居民住房保障力度，我市积极推进
供应方式改革。今年8月，我市制定
出台了《无锡市区共有产权保障房管
理暂行办法》，从文件发布之日起停止
了经济适用房供应，建立更能保障中
低收入家庭居住需求的供应体系。至
此，我市已逐步构建起涵盖共有产权
房、廉租房和公共租赁住房的多层次
保障房供应体系。

为了将更多人纳入保障范畴，每
年保障房申请门槛会根据实际情况
及时调整，并不断加紧房源筹措力
度。据悉，作为2020年度重点为民
办实事项目——惠景家园二期、龙塘
岸后五巷保障性住房项目将在本月
开工，以满足今后几年住房保障需
求。

租 购 并 举
一大波国企打造的租赁

住房正在进入市场

“这里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就能入
住，租金也不贵，离公司也不远，生活
也相当便利。”下转第2版>>>

长征八号垂直转运至发射区

新型火箭月底首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