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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菁菁

新华社北京6月22日电 6
月 22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以
视频方式出席金砖国家工商论
坛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把握时代
潮流 缔造光明未来》的主旨演
讲。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
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交织，各种

安全挑战层出不穷，世界经济复苏
步履维艰，全球发展遭遇严重挫
折。世界向何处去？和平还是战
争？发展还是衰退？开放还是封
闭？合作还是对抗？是摆在我们面
前的时代之问。

习近平强调，历史长河时而风
平浪静，时而波涛汹涌，但总会奔涌

向前。尽管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但
开放发展的历史大势不会变，携手
合作、共迎挑战的愿望也不会变。
我们要不畏浮云遮望眼，准确认识
历史发展规律，不为一时一事所惑，
不为风险所惧，勇敢面对挑战，向着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勇毅前
行。 （下转第3版）

在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

习近平回答时代之问
不为一时一事所惑，不为风险所惧，勇敢面对挑战

新华社北京6月22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习近平6月22日下
午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
《关于加强和改进行政区划工作的意见》、《关于开展科技人才评
价改革试点的工作方案》、《强化大型支付平台企业监管促进支
付和金融科技规范健康发展工作方案》。

习近平在主持会议时强调，数据基础制度建设事关国家发
展和安全大局，要维护国家数据安全，保护个人信息和商业秘
密，促进数据高效流通使用、赋能实体经济，（下转第3版）

中央深改委会议强调，维护国家数据安全，保护个人信息和商业秘密

加快构建数据基础制度体系
坚持行政区划保持总体稳定，做到非必要的不调、拿不准的不动、时机条件不成熟的不改

本报讯 飞向蔚蓝，逐梦苍穹。
6月21日，无锡航空航天产业园启动
建设，航亚科技航空发动机关键零部
件项目同步开工，总投资157亿元的
30个项目集中签约，苏南瑞丽航空有
限公司总部揭牌。市委书记杜小刚，
副市长周文栋、航亚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严奇等一同推杆启动。

此次启动建设的无锡航空航天
产业园，规划面积4.5平方公里，将以
望虞河生态走廊、G312产业创新走
廊为引领，以创新引领区、孵化研发
区、先进制造区为输出，新建工业和
科创载体100万平方米，重点发展以

微小卫星、商业航天运载器、卫星地
面终端制造为重点方向的航天产业，
以整机制造、航空材料及关键零部
件、航空机载设备和系统、航空装备
为重点方向的航空产业，以航空维修
与技术支持、通航运行相关服务、北
斗应用服务、航空物流、航材贸易和
航空金融为重点方向的航空航天服
务业，着力构建“3+4+5”区域一体化
的航空航天产业链体系，打造生态优
良、产业高端、国际领先的航空航天
产业园。

载体建设快马加鞭，产业集群蓄
势待发！近年来，无锡高新区依托独

到区位优势，大力发展枢纽经济，加
强航空航天重点领域产业布局，聚集
起一批重点企业。其中，航亚科技自
成立以来一直扎根于此、深耕其中。
此次开工的航亚科技航空发动机关
键零部件项目，总投资15亿元，致力
打造全球航空发动机压气机叶片专
业化生产基地、转动件及结构件高端
制造供应商、行业知名研发中心，全
面建成后具备年产210万片航空发
动机压气机叶片、6500套转动件及
结构件等关键零部件的生产能力。

“航亚科技从筹备规划，到研发工程
化、产品产业化，离不开这里浓厚的

创新创业氛围和优质高效的政策服
务。”严奇表示，航亚科技将进一步聚
焦先进技术与高端产业发展，加快科
技成果转化、建设产业化运作平台，
更好更快推进航空发动机产业在无
锡这片热土上发展壮大。

当天集中签约的30个项目，涵盖
零部件制造、技术研发、物流供应、金
融支撑等多个领域，产业竞争力强、关
联度高、带动性好，将为无锡高新区加
快构建基础雄厚、链条完善、结构完备
的航空航天产业新体系增添“加速
度”。

（惠晓婧）

无锡航空航天产业园启动建设
航亚科技航空发动机关键零部件项目同步开工 杜小刚出席

悠悠大运河，千年水潆涟。随着运河建设
“无锡金名片”的具体样貌跃然纸上，关于运河
“水”的守护路径也更加明晰。近日，《京杭大运
河（含古运河）水生态环境提升专项规划》出炉。
根据目标，到2023年底，京杭大运河水生态环境
将力争实现“两绿、一活、一升、一降”，即岸绿、水
草绿，鱼虾活，透明度提升，总磷浓度下降，努力
绘就“清水映绿岸、活水兴百业、秀水绕千户、净
水润万家、绿水养人心”的动人画卷，让市民群众

“看得见鱼游草长，听得见蛙叫虫鸣，赏得了曲水
流觞”。

稳定达标难度大
大运河有哪些水生态环境“疑难杂症”？

去年，随着我市打响“保Ⅲ增Ⅲ”攻坚战，望亭
上游国考断面水质首次达到Ⅲ类水标准，对大运
河无锡段水环境提升来说具有里程碑意义。“水质
达标，关键在于控制总磷浓度。”市生态环境局水
生态环境处处长何永军表示，大运河水质今后要
稳定达到Ⅲ类，还需啃下不少“硬骨头”。

造成总磷成为大运河污染物“元凶”的原因多
种多样，主要包括：沿线入河排放的污水厂总磷排
放量大、处理能力不足、雨天管网溢流，船舶生活污
水直排、支浜污染入河等。以支浜污染为例，去年
12月的监测结果显示，大运河沿岸Ⅴ类、劣Ⅴ类支
浜分别为12条和8条，占比达15.4%和10.3%。部
分支浜周边住宅及工业企业众多，污水入河、截污
槽（管）溢流等污染问题时有发生；部分支浜周边存
在蔬菜产业园、农田、规模化养殖场等，养殖尾水、
农田退水影响河道水质；部分闸站内水质汛期一直
处于劣Ⅴ类，对河道水质影响较大。

此外，大运河自五牧进入无锡境内后，在惠山
段浊度就开始上升，透明度低、观感较差。从内源
污染来看，是由于河床底泥淤积较厚，船行带来水
体扰动，造成悬浮颗粒物等“二次污染”。从外源
污染来看，锡澄运河的汇入导致大运河局部流速
升高，高桥周边混凝土码头、施工工地较多，地表
径流带来大量悬浮颗粒物且难以沉降，高桥—山
北大桥段浊度达到峰值。

滨河岸线开发强度较高，（下转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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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数字经济天生自带创新基因，没有
科技创新就谈不上有数字经济。随
着数字化进入提速期，一项科技突
破就可能引爆一场行业革命，谁掌
握了关键核心技术谁就有了发展主
导权。发力数字经济，建设数字无
锡，必须抓好创新驱动这个根本动
力，瞄准数字经济发展最前沿，攻关
面向未来的数字新技术，加快布局
关键共性和前瞻引领的数字技术，
全面增强核心技术创新和产业转化
力度，以引领性技术实现引领性发

展，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
湃的创新动能。

凭借强大的发展韧性和创新
能力，数字经济正成为经济复苏的
重要引擎，疫情不但没有阻碍数字
经济发展的步伐，甚至加速了数字
技术的渗透、拓展了数字市场需
求。数字经济为高质量发展提供
了极大的源头供给，但数字经济的
发展靠什么支撑呢？毫无疑问是
创新。数字经济是知识、技术高度
密集的经济，惟有创新作源头活
水，才能让数字经济之花开得绚丽

多姿。把视线转回到无锡，虽然拥
有一批重量级创新平台和载体，但
与先进城市相比、与智慧城市的愿
景形态相比，无锡数字经济的创新
供给还不够充分，创新主体实力偏
弱、创新攻关成果偏少、创新人才
供应偏紧等问题仍然横亘在我们
面前。打造无锡数字经济发展的
可靠技术底座，需要在创新要素的
供给上拿出“大踏步”的行动、取得
更多实质性成效。

提升科技策源能力刻不容缓。
谈到创新，不得不提到科技策源能

力。科技策源能力是指一个国家或
地区把握创新发展前沿趋势，策动
未来发展，成为科学新规律的发现
者、技术发明的创造者、创新产业的
开拓者、创新理念的实践者所具备
的能力。数字技术迭代更新速度
快，如果不重视原始创新、基础研究
和成果转化，就只能被动地做跟跑
者，谈不上并跑、领跑，更没有机会
弯道超越。提升无锡数字经济的科
技策源能力，需要在技术攻关和成
果转化上相互赋能。一方面对技术
攻关作纵深部署，（下转第2版）

为数字经济注入澎湃的创新动能
——“发力数字经济 建设数字无锡”系列评论之三

本报评论员

本报讯 “最近两个月，新推出
的水资源费减征政策给我们公司省
下了9800元，到年底这一项估计可
省下26000元，加上‘供给侧改革’
水费让利，公司全年预计可以节省
用水成本280万元左右。”昨天，华
润微电子有限公司能管中心主任孙
建细细算了一笔企业今年的用水成
本账，无锡水务的惠企纾困新政给
企业实实在在省下一大笔成本，复
工复产动力更足。据悉，疫情期间，
市水务集团打出“六套组合拳”，优
化落实从中央到地方的各项助企纾
困政策，政企同心共克时艰，两年来

已让利超4.9亿元，累计惠及247万用
户。

据了解，今年4月1日至12月31
日，我市水资源费征收标准从0.2元/
吨下调至0.19元/吨。自4月至今，无
锡水务共减征水资源费105.9万元，
预计到今年年底将减征水资源费340
万元。“今年4至6月已抄表的用户水
费，按政策执行期间的水资源费差价
部分，将在用户下个出账周期冲抵水
费。”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客户服务处
副处长吴蕴健介绍。

“疫情不结束，不收取水费违约
金。”（下转第2版）

政企同心共推复工复产
水务打出惠企纾困“六套组合拳”

本报讯 昨天上午，无锡高速
互通收费站综合提升改造工程正式
开工。从市交通运输局获悉，作为
美丽无锡建设重点项目之一，综合
提升改造工程将依次“扮靓”锡宜高
速无锡西收费站、锡澄高速无锡收
费站和宁沪高速无锡东收费站共三
个方位的城市门户，构建锡城特色
迎宾空间。

高速互通收费站，是无锡打造全
国最干净城市、展示治理能力现代化
水平的重要窗口。建设生态环保、环
境优美的高速收费站，能够更好地展

现无锡城市风貌和文化底蕴。“靓了
‘面子’，自然也要实了‘里子’。”市交
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说：“功能性提
升是此次改造的重点方向，工程将对
收费站广场进行拓宽改造，同时做好
市政管线、排水等设施的完善，提高
车辆荷载和通行效能。”

“改头换面”的高速互通收费
站，会带来哪些“面与里”的新变
化？作为无锡地区重要的交通网络
节点，锡澄高速无锡收费站汇集京
沪高速公路、沪蓉高速
公路等三个方

向车流，与进入无锡市区的通江大
道相连，是无锡的北大门，日交通流
量稳居全省高速路网前三。“锡澄高
速无锡收费站现有车道16条，5进
11 出，其中 MTC/ETC 混合车道
11条、ETC车道5条，日均车流量5
万辆，一直在超负荷运转。”市交通
运输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现有的大
棚已使用超过22年，为空间网架结
构，造型老旧，收费棚下部采光效果
较差，整体形象与无锡如今的城市

风貌有较大落差。
经多部门协调，充分考

虑到对周边道路影响，改造工程最
终选择为期100天的封闭施工方
案。施工期间将在周边路网通过电
子屏、提示牌、导航充分引导，尽量
减少对司乘人员的出行影响。

整体外观上，无锡收费站天棚
将采用“太湖泛波”造型，以拱形曲
线梁依托V形柱的简约风格。拱梁
中间顶盖精心设计为上下分离两部
分，整体打造飘逸的水波浪花造型，
充分展现如水般开放包容的江南文
化特质。从主体框架来看，收费大
棚共有8根立柱，（下转第2版）

城市门户变“靓”出新
无锡高速互通收费站综合提升改造工程开工

购置税减半、购车补贴、汽车惠民券、贷款贴息券

车市淡季被“搅热”
又现又现 裸眼眺苏州裸眼眺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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