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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明洁、张安宇

本报讯 12月 14日，绿地集团
高层来锡考察。市委书记杜小刚会见
绿地集团董事长、总裁张玉良一行，双
方就进一步拓展合作空间、提高合作
水平展开深入交流。市委常委、常务
副市长蒋敏参加会见。

杜小刚对张玉良一行的到来表示
欢迎，并简要介绍了今年以来无锡经
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绿地集团实
力强、口碑好，是值得信赖的“城市运
营商”，特别是集团聚焦科技创新、大
消费、大金融、大健康等领域，与无锡

当前重点发展的产业高度契合，双方
合作空间广阔。希望深入贯彻落实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放眼长远、稳中
求进，开展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合作，
既将更多好资源好项目布局无锡，又
将上海等先进地区的新理念新模式引
入无锡，用市场化眼光、企业化思维更
好撬动社会资本赋能城市发展，双方
携手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共抓机
遇、共迎挑战，共创精彩未来。

“无锡市场空间大、营商环境好、发
展潜力足！”张玉良十分看好绿地集团

与无锡的合作。他说，近年来无锡全力
推动转型发展，物联网、生物医药等新
兴产业发展势头迅猛。绿地集团也致
力于转型发展，下一步将把企业转型和
城市转型相结合，进一步集聚资源、发
挥优势，与无锡在会展、酒店管理、新老
基建、科创基金等领域加深合作，加快
推动绿地全球商品贸易港等一批优质
项目落地，与无锡一同在新时代的伟大
征程中展现核心竞争力。

绿地集团是隶属上海市国资委的
特大型企业集团，已在全球范围内形

成“以房地产、基建为主业，消费、金
融、健康、科创等产业协同发展”的多
元经营格局。集团旗下控股子公司绿
地香港自2013年成立以来，实现在锡
持续投资，业态涉及高端住宅、星级酒
店、TOD、商业综合体等多领域。下
一步，双方将以进出口商务商贸项目
引进、创新产业导入和高品质住宅开
发建设为基础，在大消费板块、房地产
板块、大金融板块等开展全面战略合
作，共同构建“融、投、建、管”全产业
链。 （惠晓婧）

绿地集团高层来锡考察
杜小刚会见张玉良一行

本报讯 12月14日，2021年
江苏省网络安全发展大会召开。大
会以“数字赋能 安全护航——构建
网络空间安全新发展格局”为主题，
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设立
南京会场、无锡会场，11个设区市
设云会场同步直播，400余名国内
网络安全领域的权威专家、学者和
企业负责人相聚“云”端，共同探讨
网络安全发展新趋势、新技术、新机
遇，为江苏省网络安全建设注入新
动能。副省长胡广杰出席会议并讲
话，代市长赵建军致辞，省委网信办
主任兼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徐缨颁
奖。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院士陈左
宁视频致辞，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
南主旨演讲。市领导李秋峰、高亚
光参加有关活动。

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
全。胡广杰在致辞中充分肯定了全
省网络安全发展取得的新成效，指
出要清醒认识全省网络安全发展面

临的新形势，全力抓好全省网络安全
发展的新任务。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
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网络安全和信
息化工作的决策部署，强化信息基础
设施网络安全防护，加强网络安全信
息统筹机制、手段、平台建设，推进网
络安全保障体系和能力建设，着力夯
实产业基础、强化技术攻关、构建发展
生态、筑牢安全防线。

赵建军向参加大会的嘉宾表示
欢迎。他说，无锡近年来网络安全防
护能力不断提高，产业实力持续壮
大，基础支撑更加有力，网信事业实
现高质量发展。无锡将深入贯彻落
实省、市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更好
统筹网络发展与网络安全，坚决筑牢
网络安全保障“防火墙”，加快打造网
络安全产业“新高地”，持续优化网络
安全发展“生态圈”，高水平建设“数
字无锡”，为建设网络强省、网络强国
作出更大贡献。

（下转第2版）

2021年江苏省网络安全
发展大会召开

详见第8版>>>

本报讯 12月 14日，中国作
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
开幕。五年一届的全国作代会，是
全国文学界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
盛会。来自全国各地、各团体会员
单位和各行业的作家以及文学工作
者，共计近千名代表汇聚一堂，共话
文学发展。其中，江苏代表团的47
名代表中，有来自无锡的作家曹建
平和徐风。

记者第一时间连线了在现场的
他们。他们与无锡日报的读者分享
了参加此次作代会的心情。曹建平
说，“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是文学界的一次盛会。很期待在会
议上见到久违的各地老友，同时，置
身于中国当代文学的这种场域，对
自己的创作，也将是一种激励。”再
次参加全国作代会，徐风难掩兴奋，

“全国优秀作家云集北京，共商文学

发展大计，能参加这5年一次的盛会，
很激动、很兴奋。”他还给记者发来了
自己手写的几句话，激动之情跃然纸
上：“风云际会，时不我待。潮汐奔涌，
千舟竞发。”在他看来，人民是最好的
老师，作为写作者，要时刻把老百姓的
甘苦放心头，了解人民的情感，以高度
的使命感，写出无悔于这个时代的作
品。

这两位作家都是一级作家，中国
作协会员。曹建平，笔名黑陶，他也是
无锡日报报业集团江南晚报社新闻出
版部副主任，曾获《诗刊》年度作品奖、
三毛散文奖大奖、江苏省紫金山文学
奖、万松浦文学奖、中国田园诗歌奖等
奖项。徐风的作品曾获中国好书奖、
《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第五届
中国传记文学奖、江苏省第二、三、四、
六届紫金山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
等奖项。 （下转第2版）

第十次全国作代会在京举行

无锡作家出席文坛盛会

12 月 10 日，无锡高新区（新吴
区）生物医药产业迎来“三连发”——
无锡首个登陆科创板的创新药研发企
业迪哲医药，上市！占地近200亩的
无锡国际生命科学创新园太湖湾创新
基地二期，开工！30余个总投资超
300亿元的生物医药产业重大项目，
签约！

这是一次“双招双引”年终集中大
检阅，也是“争第一、创唯一”的生动实
践。记者采访中获悉，以打造千亿级

“地标产业”为目标，高新区紧跟全市
战略部署，大力发展生物医药产业，目
前产业规模占无锡“半壁江山”。

龙头引领
释放强磁场效应扩大“朋友圈”

迪哲医药，这家全球创新型生物
医药企业，专注于恶性肿瘤、免疫性疾
病领域创新药的研究、开发和商业
化。在董事长张小林看来，公司之所
以选择落户高新区，看中的就是“这里
有良好的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氛围和企

业集聚效应”。
而作为股东之一的国投创新基

金，5年前独具慧眼以4亿元投资了迪
哲医药，“看中的是它的创新能力和市
场潜力。”国投创新董事总经理王世海
说，迪哲医药正在研发5个处于临床
阶段的创新药，2个已进入国际多中
心关键性临床试验，“上市后，当初的
4亿元估值已翻了十多倍，相信未来

‘钱’景巨大。”

迪哲医药的例子，生动阐述了生
物医药是最具创新活力、最具发展潜
力的战略性产业。在高新区，一大批

“迪哲”龙头企业引领，释放出强磁场
效应，带动“朋友圈”不断扩大，助力生
物医药产业活力迸发。高新区党工委
副书记洪延炜介绍，通过招引世界
500强企业、扶持生物医药产业链国
内行业龙头、培育科技创新型企业等
方式，全区集聚起阿斯利康、纽迪希
亚、通用电气医疗、祥生医疗、海斯凯
尔、迪哲医药等一大批优质龙头企业，
截至目前已拥有生物医药各类企业
270家，生物医药产业呈现出集群式、
精深化发展的良好态势，产值今年同
比增长15%以上，（下转第3版）

规模占全市“半壁江山”，高新区崛起生物医药生态圈

1+2+X，打造千亿级地标产业

“疫情在前，警察不退。推迟做美
丽的新娘，参与宜兴战‘疫’一线工作，
是身为党员义不容辞的责任。”和桥镇
派出所民警严婷说，虽有些遗憾，但无
怨无悔。

做好后勤保障、数据统计……严
婷这几天每天忙碌着手中的工作。“原
本这周六，我就将举行婚礼，因为疫情
只能取消。”严婷说，这已是她第二次
推迟婚礼。结束7年的爱情长跑，严
婷与未婚夫最初定在11月6日举行
婚礼。11月3日，常州疫情暴发，宜
兴作为周边县市，防控工作不容松
懈。几天前，未婚夫还给严婷发了一

个“2元红包”，边安慰边开玩笑地和
她说，“送你一张彩票，如果中奖了，就
给自己置办一些嫁妆。如果没中奖，
那就说明遇见你，花光了我所有的运
气。加油！”憧憬着美好的未来，严婷
满脸幸福。

截至昨天，宜兴已累计发动
6815名机关、国企党员干部和基层
群众，组建党员（青年）先锋队和志愿
者梯队，全面投入疫情防控工作，他
们中的大多数都有着一个共同的身
份——党员。疫情当前，党员不仅是
一个称呼、一个身份，更是一份责任、
一面旗帜。（下转第2版）

“党员红”“志愿红”是这几日宜兴最靓丽的色彩

用责任和担当，筑起“疫”线堡垒

坚守在道路卡口防疫一线的宜兴交警的党员们。

本报讯 12月 14日，市政府党
组书记、代市长赵建军主持召开市政
府党组（扩大）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
学习会，传达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精神、省委书记吴政隆在全省领导干
部专题研修班开班式上的讲话精神，
对全市政府系统抓好学习贯彻落实工
作进行研究部署。

会议指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之后中央召开的
一次重要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议
上发表的重要讲话，视野宏阔、思想深
邃、把脉精准、内涵丰富，是习近平经
济思想的最新成果，对于我们凝聚共
识、坚定信心、真抓实干，做好明年经
济工作，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指导意
义。省委书记吴政隆在全省领导干部
专题研修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体现了

鲜明的政治导向、深远的战略思维、强
烈的历史担当，为我们扛起光荣使命、
投身工作实践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
循。全市政府系统要认真学习、深刻
领会，注重与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
中全会精神和省、市第十四次党代会
精神结合起来，确保入脑入心、见行见
效、从严从实。要深刻领会党中央对
经济工作的分析判断、总体要求和政

策取向，深刻领会省委关于全面提升
推进现代化建设能力本领的要求，做
到学深悟透、融会贯通，推动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精神和省、市委部署要求转
化为工作思路、具体措施和实际成果，
把各项工作抓得更加高效、更有水平、
更富成效，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
大胜利召开。

（下转第2版）

市政府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

领会精神实质锤炼能力本领
推动学习贯彻落实见行见效

习近平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强调

展示中国文艺新气象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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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有所呼迅即回应 第一时间组织修复

坑洼路面不再“步步惊心”

导 读

“天上村前”打造
大运河文化带城北地标

惠山区最大历史地段保护修复项目获批
▶2版

11日全网4条线总客运量达72万人次

“万人试乘”刷新地铁日客流量
▶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