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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举行送温暖献爱心慈善款物发放活动
1120 万元慰问金及物资陆续发放
本报讯 1 月 12 日，市慈善总会
在市博物院举行2022年春节
“送温暖、
献爱心”
慈善救助金发放仪式，
1120万
元慰问金及物资将陆续发放到困难群
众手中。市领导杜小刚、赵建军、吴峰
枫、
刘玲，
市慈善总会会长朱民阳，
市政
协党组成员、
市慈善总会常务副会长赵
叶出席发放仪式。市委常委、
统战部部
长周常青主持发放仪式。
当天上午，市博物院大厅里爱心
汇聚、暖流涌动。市领导和慈善“一

日捐”先进单位、爱心企业、爱心个人
代表，将承载着党委政府关心、社会
各界爱心的慰问金及物资送到困难
群众、困难家庭代表手中。今年春节
“送温暖、献爱心”慈善救助金的发放
对象和标准均进行了调整，发放对象
为市区患恶性肿瘤、尿毒症等重病的
困难家庭、患重度慢性病或患门诊特
殊病种的困难家庭和患重病支出型
困难的家庭，发放标准同比增加 60%
以上。同时还向身患重病或生活困

难的劳模、单亲母亲、少数民族群体、
困难教职工等特殊群体和部分低保、
低收入家庭发放慈善款物。
春节“送温暖、献爱心”活动是我
市自 1998 年开始坚持至今的一项慈
善品牌活动，发放资金来自于每年的
慈善“一日捐”善款。去年市慈善总
会共募集慈善资金 5556 万元，其中
慈善“一日捐”活动仅用 58 天就筹集
善款 1374 万元，并首次启用网络募
捐方式筹集善款 1152 万元，约占捐

款总额的 84%。
今年，市慈善总会将充分发挥慈
善在第三次分配中的重要作用，重点
聚焦政府救助政策暂未覆盖或覆盖
后仍有困难的特困弱势群体，积极探
索“慈善信托+冠名基金”新模式，大
力发展“互联网+慈善”新平台、
“公益
组织+项目”新体系等现代慈善机制，
努力营造“人人可慈善、人人皆慈善”
的良好氛围，让城市更加友善、温暖、
文明。
（惠晓婧）

杜小刚考察拜访上海华虹集团

携手打造全国集成电路产业合作标杆
本报讯 1 月 12 日，
市委书记杜小
刚应约考察拜访上海华虹集团，与华
虹集团董事长张素心、总裁王靖等座
谈。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蒋敏参加
相关活动。
上海华虹集团是我国发展自主可
控集成电路产业的先行者和主力军，
近
年来相继投产了位于上海的华虹六厂
和位于江苏无锡的华虹无锡集成电路
研发和制造基地。其中，
华虹无锡基地
是华虹集团走出上海、
布局全国的第一

个制造业项目，
也是无锡主动对接上海
龙头、
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实
际行动，
17个月就建成投片，
36个月就
实现月投片4万片目标。当天下午，
杜
小刚一行首先来到上海华虹六厂，
参观
企业展厅和生产线，
认真了解企业发展
历程、
特色工艺、
业务布局等，
对华虹取
得的瞩目成就由衷赞叹。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杜小刚
说，无锡要加快打造现代化建设先行
示范区、走在率先实现现代化最前

列，必须坚定实施创新驱动核心战
略，攻克“卡脖子”的关键核心技术，
打造更多的国之重器。无锡将始终
不渝把华虹无锡项目放在推进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突出位置，切实为项目
建设提供最有力支持、最高效服务、
最全面保障，以更大力度、更优举措
支持华虹集团在锡发展。期待双方
在以往良好合作的基础上，充分发挥
各自优势，加快后续项目建设，加速
推动信息领域核心技术突破，携手打

造全国集成电路产业合作标杆、谱写
合作共赢崭新篇章。
近年来，无锡坚持把集成电路作
为新兴产业发展的战略重点，在招引
重大项目、健全产业链、提升核心竞争
力上聚焦用力、持续发力。2021 年，
无锡集成电路产业实现营收预计突破
1700 亿元，
同比增长 27%。无锡集成
电路产业已形成涵盖集成电路设计、
晶圆制造、封装测试、专用材料与设备
等较为完整的产业链。
（高美梅）

市政府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

稳中求进跑好首季
“第一棒”
本报讯 1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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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央政治局党史学习教育专题民主生
活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在省部级
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
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省委书记
吴政隆在《求是》上的署名文章、省政
府常务会议和市委常委会精神，研究

部署全市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
会议指出，百年党史深刻启示我
们，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
变，惟有把当前工作放在历史维度中
考量，把无锡发展置于战略全局中谋
划，才能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争取更大
荣光、夺取更大胜利。无锡作为产业
强市、开放大市，在全省乃至全国发
展大局中肩负着重要的政治责任。
全市政府系统要始终胸怀“两个大
局”
、牢记“国之大者”，把各项工作融

入党和国家事业大棋局中加以谋划、
定位和摆布，认真审视在服务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等国家
战略中存在的短板弱项，更加注重从
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推
动中央和省、市委决策部署在无锡得
到更富创造性落实。
会议指出，一年之计在于春，全
市政府系统要清醒认识需求收缩、供
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准确
把握无锡发展面临的多重机遇，时不

我待、只争朝夕，稳中求进抓好开局
起步。要进一步强化目标导向、问题
导向、结果导向，紧盯公共预算收入、
税收收入、外资外贸等重要指标，狠
抓经济运行调度，加速项目建设进
度，大力推进各功能区建设，努力实
现更多实物工作量，力争主要经济指
标增速好于全省平均、走在苏南前
列，确保一季度经济平稳运行、保持
在合理区间，为全省发展大局作出无
锡应有贡献。
（陈菁菁、
徐啸雨）

市政府召开第 118 次常务会议

坚决有力抓好整改落实 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1 月 12 日，代市长赵建
军主持召开市政府第 118 次常务会
议，传达省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
导 小 组 专 题 会 议 精 神 ，听 取 国 家
《2021 年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警示
片》披露我市问题及后续整改落实
情况的汇报，审议《无锡市生态环境
基础治理能力提升三年行动计划》
《无锡市“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
划》
《无锡市 2022 年市级政府投资项
目计划》
《无锡市“十四五”旅游发展
规划》等。

会议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
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
落实省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
组专题会议精神，坚决有力、一抓到
底，迅速抓好国家警示片披露问题
整改落实，坚定不移推动长江经济
带高质量发展。要以最严肃的态度
认 真 对 待 ，把 贯 彻 落 实“ 共 抓 大 保
护、不搞大开发”和“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要求作为检验干部政治站位
的试金石，正视短板问题，自觉整改
落实。要以最严格的标准狠抓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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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立行立改、马上就改，抓紧完善
整 改 方 案 ，细 化 工 作 举 措 ，挂 图 作
战、加快推进，确保按时完成整改销
号。要以最全面的行动自查自纠，
聚焦中央环保督察重点关注问题迅
速开展全面排查梳理，举一反三严
防同类问题发生，全面消除各类风
险隐患。要以最动真的督查压实责
任，建立健全生态环境问题督查机
制，定期通报整改进度，发挥社会化
监督作用，以强有力的问责推动守
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

会议指出，今年市级政府安排的
投资总量和增幅均创历年新高，各地
各部门要抓住时间窗口、把握发展机
遇，加压奋进、迎难而上，按照投资计
划一着不让抓好落地落实。
会议还研究审议了《无锡市“十
四五”水利发展规划》
《无锡市行政规
范性文件制定和备案审查管理办法
（草案）》，讨论了《关于扎实推进系统
化全域海绵城市示范城市建设的实
施意见》等事项。
（陈菁菁、
徐啸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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