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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第2版>>>

本报讯 3月16日—17日，副省长赵
世勇带队来锡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他
指出，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引
领，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部署
要求，进一步突出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
法治污，坚决打好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确
保全面完成省下达的生态环保目标任务。
省政府副秘书长诸纪录、省生态环境厅厅
长王天琦、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潘良宝，市
委书记黄钦、市长杜小刚陪同调研，市领导
沈建、王进健、蒋敏，市政府秘书长张明康
参加调研。

近年来，我市大力推进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持续提高农村生活污水设施覆盖
率。赵世勇来到宜兴周铁镇中准村、滨湖
区胡埭镇马鞍村蔡巷实地察看生活污水治
理情况，详细了解污水处理工艺、处理效
果、设施维护管理措施等。周铁镇中准村
前年为村民铺设了污水管道，生活污水统
一接入城镇污水管网集中处理。胡埭镇马
鞍村蔡巷则利用“净化槽+生物滤床”技
术，在村里建立了多个生活污水点源处理
装置，有效解决了农村生活污水管网铺设
难的问题。赵世勇对无锡狠抓控源截污的
做法给予充分肯定，鼓励无锡继续加大基
础设施投入力度，进一步提高农村生活污
水设施的覆盖率。

太湖污染治理和蓝藻应急防控即将迎
来一年中的关键期，准备情况如何，赵世勇
十分关注。在滨湖区黄泥田港藻水分离
站，他仔细询问了蓝藻打捞准备、藻泥无害
化处理等方面情况，还来到无锡蠡桥水质
自动监测站实地察看国考断面水质监测数
据，并在管社山庄码头乘船深入太湖察看

水质。在听取我市太湖治理情况汇报后，
赵世勇指出，要在现有治理成果上再接再
厉，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针对太湖总
磷仍存在波动的情况，在精准施策、科学治
污上再下功夫，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
太湖水质持续好转。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节能减排是关
键一环。赵世勇来到江阴华西钢铁有限公
司调研。得知企业去年超低排放改造项目
投用后，二氧化硫、颗粒物、氮氧化物的排
放指标远低于国家和省超低排放要求，率
先在全省钢铁企业中完成超低排放改造任
务，赵世勇点赞华西钢铁是“新发展理念的
践行者”，为全行业高质量发展树立了榜
样。随后，他还前往长江大保护展示馆、韭
菜港公园，深入考察江阴滨江岸线整治提
升工作，勉励江阴继续贯彻落实好习近平
总书记“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重要指
示精神，在沿江产业结构调整、排污口排查
整治、岸线生态修复、船舶港口污染治理等
方面保持昂扬斗志，扎实推进、踏实苦干，
让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

环保产业是无锡的亮丽名片。在宜兴
国际环保展示中心、国合环境高端装备制
造基地，城市饮用水净化、装配式污水处理
系统等国内外先进环保技术、设施设备令
人目不暇接。“不仅要重视产业化，更要加
大产品的推广应用力度。”赵世勇鼓励宜兴
环科园加快培育发展一批能耗低、排放少、
质效高的环保企业和环保产业集群，加快
推动产业发展迈向中高端。

在锡调研期间，赵世勇还考察了华西稻
米基地，希望基地创新销售方式、潜心经营
市场，全力擦亮“华西”稻米品牌。（王怡荻）

省领导来锡调研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本报讯 作为城市的东大
门，锡山区如何抢抓难得发展机
遇，为全市发展大局多作贡献？
3月17日，市委书记黄钦利用一
整天时间来到锡山区，实地调研
锡山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黄钦
强调，锡山区上下要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发挥资源优势、区位优
势、交通优势，加快“进”的步伐、
提高“进”的质量，争做经济社会
发展重要增长极、改革创新先行
军，为全市发展大局作出锡山贡
献。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朱爱
勋参加调研和座谈会。

“春天”已至，本地企业迸发
出生机活力。德力佳传动科技是
为远景能源等知名风电企业做配
套的生产企业，从北京整体入驻
锡山，正是看中无锡完备的产业
链。听说企业供应链、配套企业
和主要市场均在本地，黄钦予以
赞赏，鼓励企业深耕无锡、扎根无
锡，创新技术产品、拓展市场空
间，以资本为纽带进一步推动企
业做大做强。统盟电子致力于生
产技术的革新和先进设备的更新
换代，去年下半年投产的三期项
目建成高密度电子线路板智能化
生产线，生产产品广泛应用于汽
车、LCD、5G等领域，目前订单已
排至五月底。看到企业呈现良好
发展态势，黄钦很高兴，叮嘱当地
要指导和帮助企业做好疫情防控
和复工复产工作，切实做到“两手
抓、两不误”。

启动城乡品质跃升三年行动

计划，刷新城乡“颜值”和“气
质”。在映月湖公园南广场，黄钦
考察了解锡东新城高铁商务区规
划建设情况，要求充分发挥独特
区位优势，统筹布局商务、产业和
科技等功能，着力发展总部经济、
数字经济、枢纽经济，推动锡山加
速发展。新羊大道南延新建工程
全长约4.9公里，项目建成后将
打通厚桥与羊尖南北向主通道，
进一步完善区域路网体系。黄钦
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展，叮嘱要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基础上，加快

全区重点道桥项目规划建设，强化
安全生产管理，打造优质工程、精品
工程。山联村小湾里针对农户已经
出租的闲置房屋，按照保护原生态
的“嵌入式”开发模式，实施住房改
建与民宿发展战略，成为乡村休闲
旅居新空间。“农村+旅游，大有前
途！”黄钦叮嘱要做出特色、打响品
牌，助力乡村生态旅游提档升级，带
动本地居民就业致富。他同时要求
锡山区统筹考虑、长远谋划，加强公
共配套设施建设运营管理，实现以

“生态宜居”为核心的乡村振兴新发

展。黄钦还考察了太湖大道城市生
活空间，叮嘱要高起点推进、高标准
建设、高质量管理，全力推进“厕所革
命”，让公厕成为城市文明的窗口。

以党建强引领发展强，红豆集团
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民企党建红色标
杆。近年来，集团创造“一核心三优
势”“一融合双培养三引领”等经验做
法，首创“现代企业制度+党的建设+
社会责任”三位一体中国特色现代企
业制度。黄钦来到红豆集团党建馆，
考察了解企业发展和非公党建工作
情况。下转第2版>>>

黄钦赴锡山区调研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要求

加快“进”的步伐 提高“进”的质量
真正成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重要增长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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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不负重托、不辱使命！无锡
支援湖北医疗队首批32名队员在圆满完
成医疗救治任务后，于昨天晚上平安归
来。受市委书记黄钦的委托，市长杜小刚
来到队员们集中隔离休息的市委党校迎
接最美“逆行者”“守护者”回家，代表市
委、市政府以及全市人民，向他们致以最
崇高的敬意和最诚挚的慰问，向在他们身
后默默给予支持的家人和亲友表示最衷
心的感谢。市领导徐劼、刘霞、刘必权，市
政府秘书长张明康参加慰问。

“春节前夕，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
疫情改变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在祖国和
人民最需要的时候，是你们积极响应习近
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号召，主动请缨、逆行
在前，用坚毅信念扛起了千里驰援的职责
重担，用血肉之躯筑起了护佑生命的钢铁
长城。”在欢迎仪式上，杜小刚动情地对医
疗队员们说，53个日日夜夜，在你们的顽
强拼搏和不懈奋斗下，江夏区第一人民医
院医疗队累计治愈289人；整建制接管的
华中科大同济医院光谷院区重症病区累计
治愈出院危重和重症病人28人，做到了患
者零死亡；驻扎服务的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长江航运总医院、江汉方舱医院、经开（汉
南）区疾控中心、黄石港区也都佳绩频传。
你们用实际行动展现了无锡儿女的责任和

担当，彰显了“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
献、大爱无疆”的职业精神，与全市“靠高一
档、跨前一步”的战疫行动，“不畏艰险、英
勇顽强”的卡口精神和“敢为人先、精益求
精”的肺移植创举一起，汇聚成无锡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的最美风景线。

杜小刚说，大家在前方的工作生活状
态，时刻牵动着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的
心。你们剪下的一缕缕秀发、摘下口罩和
防护镜后布满勒痕的一张张脸庞，以及连
续忙碌十几小时后席地而卧的一个个疲惫
身影，我们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如今终于
迎来了你们“回家”的时刻，希望大家好好
休息、调整状态，给身体充充电。也期盼暂
时还留守在湖北的137位医疗队员早日完
成任务，平安归来。

杜小刚说，当前，国内疫情尚未结束，
全球疫情迅速发展，境外输入性风险日趋
严峻。希望首批返锡的医疗队员继往开
来、再接再厉，把在湖北抗疫期间的好作
风、好经验带回来、传下去，在各自工作岗
位上建功立业。我们坚信，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省委、省
政府和市委的周密部署下，全市人民万众
一心、众志成城，一定能够夺取疫情防控

“大战”和经济社会发展“大考”的“双胜
利”。 (王怡荻)

杜小刚看望慰问支援湖北医疗队首批返锡队员

向新时代最美“逆行者”
和“守护者”致敬

昨天18时25分，南京禄口
国际机场，搭载着无锡援湖北
医疗队首批队员32人的飞机
平安落地。紧接着，来自无锡
的大巴车接上32位白衣战士
回无锡啦！

根据国家统一安排，昨天，
41 支国家医疗
队、总计 3675

人完成救助
任务，先批
踏上返程之
路，这其中

就有“无锡一
队 ”的 32 位 队

员。好消息是，驰援湖北
的42000多名各地医护人
员无一感染新冠病毒。

从1月25日“逆行”武
汉到昨天，53天日夜奋战
的情景历历在目，而见证
他们努力的人，正是一个

个陆续出院的患者。53天来，
“无锡一队”参与收治患者550
余人，出院310余人。忠于职
守，有始有终，无锡第一批医疗
队向武汉人民递交上一份完美
的答卷。现在，“我们32个人
平平安安回来了！”队员们说。

到了和武汉说再见的时候
了，离别前，队员们感慨万千。
前一天晚上，队长吴小龙特意
步行来到江夏区第一人民医
院，隔着马路久久凝望着灯火
通明的医院大楼，他要把50多
天来日夜战斗的地方深深映入
脑海，“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再回
武汉，看看这座美丽的英雄的
城市，看看她不戴口罩时候的
容颜。”队员程浩然一边收拾行
李，一边忍不住再次细细打量
自己房间，他用手机镜头环顾
记录下房间的每一个角落，“内
心有点不舍，有点小小的难

过。”这位在武汉度过了30岁
生日的小伙子，称“经历这场战

‘疫’，自己成长了很多”。队员
廉海容说：“回家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好好看看每一位家人，
然后吃一顿家乡菜。”队员费国
则对儿子牵挂不已，隔着手机
屏幕提前预告“爸爸要回家
了”。

当天早上，武汉当地特意
为医疗队员准备了一碗热干面
作早餐。中午时分，9辆大巴车
载着首批返程的江苏医务人员
驶向机场。交警列队，敬礼送
别，夹道送行，武汉人民边挥手
边大声喊着：“武汉感谢你们！
感谢你们！”离别的车上，队员
们情不自禁唱起了《我和我的
祖国》，激动与不舍之情难以言
表。武汉天河国际机场门口，
武汉市委、市政府代表武汉人
民前来送行，下转第2版>>>

““我们我们3232个人平平安安回来了个人平平安安回来了！！””

对991家企业用工开展最新样本调查

企业员工返岗率89.3%

新增15万头产能
明年自给率达30%

猪肉供应

批发日均占比22%
10年来销量高峰

地产蔬菜

新增1200个停车位

汽柴油价格重回“5元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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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江 路
长江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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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日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