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详见第3版>>>

2021年7月
星期一

农历辛丑年五月廿六

今日8版
第18439期5 日

无锡观察

今日阴到多云有时有雷阵雨 偏南风4级左右 最高气温:32℃ 最低气温:25℃ 明日多云局部有雷阵雨 27℃～35℃

国内统一刊号:CN32-0011 无锡日报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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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第6版>>>

□本报记者 崔欣润

相关报道详见第 7 版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并号召全体中国共产党员，继续为实
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努力为党和人民争取更大光荣！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省区市各级党委政府党政干部中引起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积极响应党中
央号召，在新的征程上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党的宗旨，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同
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团结带领人民群众为美好生活而努力、为民族复兴而奋斗。

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为美好生活而奋斗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号召全党践行初心使命争取更大光荣

政策迭代
创新驱动步履坚定

6月 28日，《关于加快推进无锡
太湖湾科技创新带建设的若干政策意
见》重磅亮相，20条政策“干货”瞄准
无锡的科创短板，旨在实现打造国家
级新区和新发展理念实践示范区的终
极目标。

回顾政策的更迭，无锡对科创的
重视度阶梯般稳步上升。1989年，一
篇《关于依靠科技、教育振兴无锡经济
的决定》发出，无锡定下科教兴市的目
标；改革开放早期，在城市间来回穿梭
的“星期天工程师”让民营企业家尝到
科技的甜头；近年来，我市先后发布

“创新30条”“创新10条”等政策，建
立一系列覆盖企业生长全周期的举
措，实施创新驱动核心战略的步伐愈
发坚定。

“把整个大环境做好了，优秀的
企业就会源源不断地来到无锡。”市
科技局相关负责人说，政策的出台，

根本目的是提供适合科创的土壤。
塬数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逄振，从北
京举家搬迁至无锡创业，打动他的原
因就是“优质的营商环境和良好的政
策”。塬数科技是一家依托智能制造
和工业互联网经验的C2M解决方案

服务商，核心成员来自百度、联想等
知名企业。逄振介绍，公司所在的雪
浪小镇有一个非常好的生态：“小镇
内的企业彼此互补，能够在合作中实
现共赢。”

6月28日，无锡企业力芯微登陆

科创板，无锡科创板企业已达8家，另
有1家过会待发行，总数位居全国前
列。随着科创浓度的不断上升，无锡
不断引入科技“活水”，仅去年一年，新
增科技型企业超5000家；到2020年
底，有效期内高企达4030家；企业研
发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的90%以
上；建成省级以上工程技术中心603
家，数量居全省第二。

引才引智
汇聚更强创新力量

2019 年，卓胜微电子登陆创业
板，背后的孵化方跃入大众视线：清华
大学无锡产业应用技术研究院。这个
2012年与无锡合作建设的研究院，至
今已孵化了百余家科技企业。

建立企业孵化平台来促进成果落
地、挖掘优质项目，是清华无锡研究院
的建院初心。“如今，已经有二十多位
清华教授在这里设立研究中心，一旦
有成果落地转化，教授将派遣团队核
心的博士驻守无锡，然后再招聘人才，
成立初创公司。”副院长刘小林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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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进步贡献率连续8年全省第一，位居国家创新型城市创新能力评价第12位——

科创无止境，烙下鲜明“太湖印记”

作为民族工商业发祥地的无锡，在跨度百年的工业化进程中，处处
闪耀着科技创新的光芒。进入新时代，一张产业强市的生动画卷在太
湖之滨铺展开来，画卷中，科技创新更是亮点纷呈、精彩不断：2020
年，市科技进步贡献率66.7%，连续8年位居全省设区市第一；全社会
研发投入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3.39%、位居全省第三；“十三五”
以来，无锡获国家科学技术奖34项，位居国内同类城市前列；根据《国
家创新型城市创新能力评价报告（2020）》，无锡位居第12位、地级市
第2位。

百年，亦是重新出发的节点。随着太湖湾科创带的加快打造，无锡
的科创事业越发波澜壮阔，这座城市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地位全面提
升，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征程上烙下鲜明“太湖印记”。

本报讯 首次在半年度跨上600亿元台阶，2021
年无锡半年度财政收入成绩亮眼！记者昨日获悉，今
年上半年，全市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653.53亿元，同
比增长19.9%，超全省平均。其中，体现收入“含金量”
的税收增速达20.7%、税收占比达86.9%，双双位居全
省前列、苏南第一。“深入实施‘产业强市’战略，产业转
型升级步伐加快，财政实力实现了高质量发展新跨
越。”市财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这是一份出色的成绩单：半年度财政入库已超过
“十二五”初期全年，其中税收收入567.61亿元，同比增
长20.7%，较2019年同期增长13.4%。八大板块协同
发力、齐头并进，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幅均在15%以
上,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重均高于全省及
苏南平均。其中，江阴和新吴收入突破130亿元，增幅
达16.2%和21.1%，滨湖、锡山、惠山突破50亿元，增幅
均超过21%。

得益于产业强市主导战略和创新驱动核心战略，
重点产业、重大项目对地方财政的贡献持续释放。7
月第一周，无锡海力士工厂内一片忙碌。原本设在韩
国的SystemIC晶圆代工业务设备正往无锡迁移中。
芯片代工需求高居不下的当下，SK海力士在中国的
晶圆代工业务布局进一步扩大。发展步入快车道的
无锡工厂，1-5月贡献税收增幅超过80%。乘势而
上，随着“十三五”期间引进的华虹无锡基地、海辰半
导体、中环领先大硅片、闻泰科技等集成电路重大项
目陆续通线投产，这些也逐步成为我市未来新的税收
增长点。

一张蓝图绘到底、聚焦领跑再发力。1-5月，生物
医药产业集群稳步发展，药明康德和阿斯利康纳税贡
献继续名列前茅，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税收增幅居
全市第三产业首位。全市税收贡献前五位的重点制造
行业实现了全线增长，与2019年相比，总量合计增长
11.2%。其中，通用设备制造业税收总量规模居各制
造业行业首位，同比增幅超20%。阿特拉斯、铁姆肯等
代表性企业财税贡献显著提升。远景能源、远东电缆
领衔的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依旧保持迅猛上涨之
势，税收增幅达25.4%。

“‘十三五’期间，市本级计划安排支出总额80亿
元，实际支出125.75亿元。根据我市最新发布的着眼
于未来产业更高质量发展的重磅政策《关于支持现代
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意见》，‘十四五’全市将安排现
代产业发展资金350亿元以上，比‘十三五’时期的计
划数增长75%。”市财政局人士介绍，这意味着将进一
步加大对重大产业项目引进、企业技术改造、龙头企业
培育等方面的支持力度，支持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重点
产业集群发展，厚植我市产业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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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梅里古镇去玩吧！”近段时
间，一个过去在无锡市民中存在感并
不太强的“乡下地方”，成了不少人相
约“打卡”的网红古镇，游客量屡创新
高。“梅里古镇的走红，并不仅仅依靠
景区的硬件，更得益于不断提升的管
理服务水平。”梅村街道党工委副书
记吴燕说，自梅里古镇景区投入运营
后，当地党委、政府依托“有事好商
量”协商议事平台，汇聚众人智慧持
续提升古镇及周边地区的管理和服
务水平，实现了“梅村游”从安全方
便，到津津有味，再到温馨宜人的“三
级跳”。不断“成长”的梅里古镇，带
给游客越来越好的旅游体验，从而为
古镇引来源源不断的客流。

成长脚步一：让“梅村
游”更安全放心

去年11月20日，梅里古镇二期
项目建成开街。“说句老实话，因为疫
情等因素影响，古镇开街运营有点仓
促，究竟效果如何我们也心里没底。”
分管这项工作的梅村街道办事处副主
任郭健介绍，古镇开街后的火爆场面
让他们喜忧参半，每天超过20万人次
的游客在古镇景区及梅村街道几条商
业街穿梭，最大的隐患就是安全问
题。于是，政协委员们围绕梅里古镇
管理和服务提升商议的第一个课题就
是如何确保安全，下转第3版>>>

梅里古镇“成长”记
——“有事好商量”推动景区管理服务实现“三级跳”

“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
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
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
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
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
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在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习近
平总书记精辟概括伟大建党精神的
深刻内涵，郑重宣示：“我们要继续
弘扬光荣传统、赓续红色血脉，永远
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
大！”

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中国共
产党能历经百年而风华正茂、饱经
磨难而生生不息，就是凭着那么一
股革命加拼命的强大精神。只有牢
记来时的路，我们才能走得更远。

伴随着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无
锡这片土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但我们不能忘记来时的路，不能
忘记先烈们、建设者们在无锡大地
洒下的鲜血和汗水，不能忘记他们
在实践中铸就的不怕牺牲、艰苦奋
斗、创新创业精神。通过一代又一
代人的不懈努力，今天的无锡，已高
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圆满交出

“强富美高”新无锡建设的小康答
卷，踏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
征程，正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迈进。

站在新起点，续写新篇章，对无
锡广大党员来说，要以先辈为榜样，
传承好发扬好伟大建党精神，把对
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信念作为毕生追求，以理
想信念固本培元，激发忠诚履职的
精神动力。要深刻感悟伟大建党精
神、赓续红色血脉，对标对表加强主
观世界改造，增强党的意识、党员意
识，把对党绝对忠诚作为根本政治
要求，铸牢、锤炼、实践理想信念，在
各自岗位上实干拼搏，不断把为崇
高理想信念奋斗的实践推向前进。

旗帜，引领前进的方向。这些年
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无锡经济
社会发展跃上了一个又一个新台阶，
最根本的在于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航指路。踏上
新征程、进入新阶段，前进道路上面
临着许多难关和挑战，越是形势复
杂、任务艰巨，越是要用党的科学理

论凝神聚魂。全市广大党员要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
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深学细悟、知
行合一，以科学理论指引方向，夯实
笃信笃行的思想根基，提高推动改革
发展、破解矛盾问题的能力水平，不
断把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推动无锡
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
传。新的伟大征程上，我们要永远
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
大，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不断筑
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
想之舵，更好地用科学理论武装头
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在新征程
上书写更加精彩的答卷。

用伟大建党精神激发奋进动力
—— 一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本报评论员

7月4日，在北京航
天飞行控制中心大屏拍
摄的航天员在舱外工作
场面。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
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
间2021年7月4日14时
57分，经过约7小时的
出舱活动，神舟十二号
航天员乘组密切协同，
圆满完成出舱活动期间
全部既定任务，航天员
刘伯明、汤洪波安全返
回天和核心舱，标志着
我国空间站阶段航天员
首次出舱活动取得圆满
成功。 （新华社发）

中国空间站航天员

首次出舱

昨天，市民在无锡博物院参观。连日来，无锡博物院内“无锡革命简史”展
区人气十足，市民通过参观了解无锡革命历史，在精神上接受了一次生动的党
史教育。 （卢易 摄）

智慧工地低碳升级打造“城市绿岛”

建筑工地绿色施工全面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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