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市收听收看全省长江流域
禁捕和退捕渔民安置保障工作会议
2020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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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 月 28 日，在收听收
看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和退捕
渔民安置保障工作推进电视电话
会议后，省长吴政隆主持召开全省
长江流域禁捕和退捕渔民安置保
障工作会议，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
领导重要指示批示，落实国务院会
议精神，就我省长江流域禁捕和退
捕渔民安置保障工作进行再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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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莉新带队
黄钦杜小刚周敏炜陪同

省政协来锡调研推进
建设及智能化应用
5G

本报讯 6 月 23 日至 24 日，省政协主席黄
莉新率调研组来锡，就“推进江苏 5G 建设及智能
化应用”开展调研，为即将召开的发展·民生专题
协商座谈会作准备。省政协秘书长杨峰参加调
研。市委书记黄钦、市长杜小刚、市政协主席周
敏炜陪同调研或参加座谈。
在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黄莉新一行先后
参观了“神威·太湖之光”国产超算系统，详细了
解其应用进展情况。黄莉新对中心 2014 年立项
建设以来研发应用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她
说，当前国家将 5G 作为优先发展的战略领域和
“新基建”的重中之重来抓，中心要以此为契机，
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和作用，聚焦重点，加大在
5G、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的应用。在
西门子中压开关技术无锡有限公司，黄莉新深入
工厂车间了解复工复产及工业互联网应用等情
况，希望企业进一步加快智慧工厂建设，更好推
进转型升级。在实地参观捷普电子(无锡)有限公
司的融合性智慧新厂房后，黄莉新称赞 5G 的深
度应用让企业变得更聪明、更智慧，勉励企业积
极抢占 5G 发展的窗口期和战略机遇期，全力推
进 5G 技术创新、应用和产业发展。在易华录数
据湖，黄莉新详细询问数据智能、人工智能、数据
生态等方面的技术应用与产业发展情况，强调要
进一步整合资源，发挥城市数据存储和使用的示
范作用，针对产业发展、城市管理、民生领域等实
际需求，
更好助力智慧城市建设。
座谈会上，黄莉新对无锡市委、市政府高度
重视 5G 建设，推动 5G 建设、应用及产业发展走
在全省前列，给予充分肯定。她指出，作为信息
通信领域的重要技术创新，第五代移动通信（5G）
以全新的网络架构开启了万物广泛互联、人机深
入互动的新时代。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
快 5G 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讲话精
神，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抢抓发展机
遇，把 5G 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摆在更加重要位
置。以加快 5G 网络、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等新
型基础设施建设为契机，推进产业数字化、数字
产业化，抓紧布局数字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未来产业，不断发展新模式新业态新技术新产
品。要统筹协调推进，加快 5G 网络等新型基础
设施建设。基本建成覆盖全省的 5G 网络，持续
推进重点区域深度覆盖和功能性覆盖。要积极
推广应用，加快 5G+产业发展进程。在关键技
术上联合攻关，在产业融合上积极作为，在应用
推广上加快探索，大力推动 5G 在工业互联网、
人工智能、智慧城市等领域开展示范应用。要
加强政策支持，确保 5G 建设及智能化应用取得
更大成效，为夺取“双胜利”、高水平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加快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作出更大
贡献。
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祁彪，副市长高亚光、
蒋敏，市政协副主席吴仲林、秘书长王鸿涌参加
相关活动。
（赵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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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抓实。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樊
金龙，副省长马秋林、刘旸、赵世
勇，省政府秘书长陈建刚在省主会
场参加会议。市长杜小刚，副市
长、高新区党工委书记、新吴区委
书记蒋敏，市政府秘书长张明康在
无锡分会场参加会议。
吴政隆指出，实施长江流域重
点水域禁捕、落实退捕渔民安置保
障工作，是为全局计、为子孙谋的
重要生态工程、民生工程。习近平

中共无锡市委党校新校区开工
黄钦桑学成致辞 杜小刚徐一平周敏炜出席

徐劼主持

本报讯 在喜迎中国共产党成立
99 周年之际，我市党校事业发展迎来
喜事。6 月 28 日，中共无锡市委党校
新校区正式开工。市委书记黄钦、省
委党校常务副校长桑学成分别致辞。
市委副书记、市长杜小刚，
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徐一平，
市政协主席周敏炜，
市
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陈德荣，市委常
委、组织部部长冯军，副市长陆志坚，
市社会主义学院院长蔡捷敏，省委党
校二级巡视员卜利民出席开工仪式。
市委副书记、市委党校校长徐劼主持。
黄钦在致辞时表示，建设市委党
校新校区，是市委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党校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切
实履行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主体责任
的重要实践，是有效破解市委党校发
展面临的矛盾制约、更好推动全市党
校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举措。他强
调，
市各有关部门、地区以及各代建单
位和设计施工监理单位要加强沟通联
6 月 28 日，
中共无锡市委党校新校区正式开工。市委书记黄钦、省委党校常务副校长桑学成分别致辞。 （宦玮 摄）
系、密切协调配合，
确保市委党校新校
区 建 设 安 全 有 序 推 进、优 质 高 效 建
成。要强化质量意识，高标准高水平 “安全带”
，
全过程防控各类廉政风险，
桑学成代表省委党校对无锡市委
党党校（行政学院）工作条例》的实际
全力打造
“廉洁工程”
。市委党校要以
党校新校区的开工建设表示祝贺。他
行动，彰显了无锡市委积极履行办党
推进各项工程建设，将党校建成功能
设施完备、体现无锡特色的一流红色
新校区建设为契机，
深入贯彻落实《中
说，建设无锡市委党校新校区是无锡
校管党校建党校的政治担当。希望无
国共产党党校（行政学院）工作条例》，
市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锡市委党校以此为契机，认真贯彻落
学府，
全力打造
“精品工程”
；
要坚持一
全面推动党校各项事业发展，不断提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办学治校的
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安全生产，
确保
升办学质量和水平，更好服务全市高
神、加强干部教育培训和干部队伍建
系列重要指示精神，
坚持党校姓党、从
疫情防控无死角、安全施工无事故，
全
质量发展大局。
设的重大举措，
是贯彻落实《中国共产
严治校、质量立校，
下转第2版>>>
力打造“平安工程”；要始终系牢廉洁

“融·媒+”
党建联盟举办主题朗诵会献礼七一

融合发展，跨界
“牵手”
奏强音
本报讯 昨天，由无锡银保监
分局、无锡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和无
锡日报报业集团共同指导，
“ 融·
媒+”党建联盟主办的主题朗诵会
在无锡大剧院举行，全市 120 余家
金融系统工作者和媒体代表齐聚一
堂，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送上 99 周
年生日祝福。

朗诵会在诗歌《致时代的引领
当晚，在无锡观察 APP 上，以
者》中拉开帷幕，
“ 忆峥嵘岁月”
“ 话 “守初心强党建 担使命优服务”
为主
爱国初心”
“赞时代担当”
和
“筑小康
题的朗诵会网络高清4K直播视频在
梦想”等篇章一一上演。来自全市
线观看人次突破 40 万，刷屏微信朋
多家金融机构代表组成表演团队，
友圈，
引发传播浪潮。高英、郭广平
用声情并茂的朗诵，表达了自己对
两位国家一级演员倾情加盟，
更为演
党的热爱之情，与台下聆听者产生
出增添光彩。郭广平带来原创诗朗
共鸣，
不时引发阵阵掌声。
诵表演《叫你一声哥》，
生动刻画了优

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刻上 无锡印记
本报讯 黄梅时节，江面能见度很低，
站在崭新的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两座主塔
间远眺两岸，隔着 6 公里宽的江面，张家港
和南通两地仅靠汽渡往来的画面将一去不
复返。
“不仅张家港到南通不再‘望江兴叹’，
无锡到南通也不再‘难通’，锡通两地可实现
一小时互通。”上周三，记者到大桥建设现
场采访，令南通人、大桥项目部党委书记袁
博倍感骄傲的是，全球第一座跨度超过千米
的公铁两用斜拉桥 7 月 1 日就要通车了。
而让无锡人自豪的是，大桥沉井、钢梁、主
塔、缆索四项关键技术体系，无锡就参与了
两项。
横跨长江并不为奇，
但建桥并不是简单的
复制。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主航道桥6座桥墩
均采用沉井基础，仅两个主墩钢沉井就有 12
个篮球场大、35 层楼高，
要将
“定江神针”
沉入
江底，
绝非易事。沉井下沉距离目标只有 7 米
时，
从之前每天可下沉 1.2 米变为一天只有几
厘米甚至纹丝不动。下转第 3 版>>>

防汛应急“一键启动”
我市全力以赴应对又一轮强降雨
梅雨强势来袭，未来几天仍多降雨
详见第 3 版>>>

今年暑假放得晚，或遭遇高温天气

锡城中小学部署配备降温设备
详见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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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共产党员廖俊波的光辉形象，
将演
出推向高潮。助演嘉宾高英领衔的
情景朗诵《无锡是个好地方》则为朗
诵会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下转第3版>>>
▼图为演员在演绎情景朗诵
《无锡是个好地方》。
（还月亮 摄）

万米载人潜水器

全球首座跨度超千米公铁两用桥四项关键技术无锡参与两项

防汛Ⅳ级应急响应
太湖洪水蓝色预警

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为我们抓好
禁渔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
遵循。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
政治站位，树牢“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充
分认识抓好禁捕退捕工作的重要
性、紧迫性，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批
示上来，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和省
委省政府决策部署上来，强化责任
担当，
下转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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