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蔡阿水羊肉
蔡阿水羊肉位于梅村街道，最初由蔡阿水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创

办，后归集体所有。1982年，蔡阿水夫妇重新开办蔡阿水羊肉店，一时间顾

客盈门，生意蒸蒸日上。随着“蔡阿水羊肉店”规模不断扩大，知名度日趋

提高，2002年改名为“蔡阿水羊肉大酒店”。蔡阿水羊肉以优质山羊肉为原

料，经祖传秘制，精心烹饪，成为远近闻名的时令滋补美食，深受人们喜

爱。2013年1月，蔡阿水羊肉烹饪技艺被列入无锡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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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Communication  and  Semiconductor  Industry  Fund  established
01 5G通讯和半导体产业基金成立

10月18日，国联集团与闻天下

投资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双方共

同发起成立起始规模达100亿元的

5G通讯和半导体产业基金。市委书

记黄钦，市委常委、秘书长陆志

坚，副市长、高新区党工委书记、

新吴区委书记蒋敏，高新区党工委

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新吴区委副

书记、区长封晓春，区领导洪延

炜、匡辉，闻天下投资有限公司董

事长、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张学政等出席签约仪式。

蒋敏在致辞中表示，无锡高新

区有着涵盖芯片设计、晶圆制造、

封装测试、配套服务在内的完整产

业链。无锡高新区作为太湖湾科创

带的核心区，在发展5G通讯和半导

体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产业链、创新

链和政策链优势。下阶段，无锡高

新区将全面秉承“无难事、悉心

办”的理念，一如既往地当好“店

小二”，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

境，实现双方互利共赢。

无锡与闻天下共同发起设立的

5G通讯和半导体产业基金，依托闻

泰科技和国联集团在半导体产业的

资金、技术优势，围绕闻泰科技及

其供应链，以“数字新基建”为主

题重点布局符合国家战略、突破关

键技术、市场认可度高的高端智能

制造企业。作为基金的重要合伙

人，国联集团子公司国联资本运营

有限公司将参与基金的组建和运营

管理，发挥好国有资本的独特优

势。

10月19日，闻泰科技全球经营

伙伴大会在无锡高新区举行，蒋敏

表示：当前，无锡高新区正紧抓长

三角一体化、国家传感网创新示范

区、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等战

略机遇，加速发展“数字经济”

“总部经济”“枢纽经济”，全力

打造两千亿级的物联网和千亿级的

集成电路两大产业集群。邀请闻泰

科技全球经营伙伴能够把更多的发

展目光投向高新区，把更多的优质

项目带到高新区，共谋产业合作、

分享发展红利。

（商务局）

On  October  18,  Guolian  Group  and  

Wentianxia  Investment  Co.,  Ltd.  

signed  a  cooperation  agreement  to  

j o i n t l y   e s t a b l i s h   t h e   5 G  

Communications  and  Semiconductor  

Industry  Fund  with  an  initial  scale  of  

RMB10  billion.

Major  projects  in  WND  completed  or  started  construction  in  2020  Q3
02 2020年无锡高新区三季度重大项目集中开竣工

10月23日，市委书记黄钦率市

四套班子领导开展全市第三季度重

大观摩，并出席了2020年无锡高新

区三季度重大项目集中开竣工暨闻

泰无锡超级智慧产业园项目奠基仪

式。副市长、高新区党工委书记、

新吴区委书记蒋敏出席仪式并致

辞，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

主任、新吴区委副书记、区长封晓

春主持仪式，区四套班子领导及闻

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学政

等出席活动。

蒋敏在致辞中充分肯定了今年

以来全区“双招双引”取得的初步

成效，认为此次活动是对我区开展

“双招双引、比学赶超”系列招商

活动取得成果的“大检阅”，更是

对全区“奋战四季度、打好收官

仗”的“大动员”。同时，鼓励全

区上下继续抖擞精神，把“大抓项

目、抓大项目”的战鼓擂得更响，

全力推动项目早竣工、早达产、早

见效。

这次集中开竣工的45个项目投

资体量大、科技含量高、带动能力

强，总投资达312.5亿元，其中包含

集中开工项目18个、集中竣工项目

27个，主要集中在集成电路、物联

网、生物医药、新材料、智能装

备、汽车零部件等高新区重点发展

的产业领域，这些项目的持续导

入、快速建设，将为高新区打造地

标性产业集群提供更多支撑。

闻泰无锡超级智慧产业园项目

总投资100亿元，建设内容包括智能

终端研发制造中心和半导体封装测

试中心。园区用地面积224亩，建筑

面积约25万平方米。智能终端规划

年产能2500万台；SiP和封装器件规

划年产能约25亿颗。

（发改委）

On  October  23,  Huang  Qin,  secretary  

of  the  CPC  Wuxi  Municipal  

Committee,  headed  leaders  of  the  

Party  committee,  the  People’s  

Congress,  CPPCC  committee  and  

municipal  government  of  Wuxi  to  

make  the  Q3  inspection  of  industries,  

attended  the  ceremony  for  collective  

commencement  and  completion  of  

major  projects  in  2020  Q3  and  the  

ground-breaking  ceremony  of  

Wingtech  Wuxi  Super  Smart  Industrial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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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钦调研高新区集成电路产业03

10月27日、30日，市委书

记、集成电路产业链链长黄钦深入

高新区调研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情况

并召开座谈会，向企业家、行业协

会代表征询推进产业更好更快发展

的意见和建议。市委常委、常务副

市长朱爱勋，市委常委、秘书长陆

志坚，副市长高亚光，副市长、高

新区党工委书记、新吴区委书记蒋

敏参加相关活动。

27日，黄钦率队实地调研了

吴越半导体、力芯微电子、新洁能

股份、邑文电子、红光微电子、先

导智能、无锡国家“芯火”双创基

地等企业，在30日召开的座谈会

上，参会单位负责人结合各自发展

实际，围绕资源配套、区域内产业

链协同、拓宽融资渠道、人才引

进、政策扶持、产学研合作等方

面，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提出了

很好的意见和建议。

黄钦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

度重视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多次作

出重要指示批示，强调要把半导体

芯片工业作为战略性产业，抓住不

放、实现跨越。黄钦说，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要探索找准发展集成

电路产业的科学路径，政企携手打

造世界级产业链，把无锡建设成为

中国集成电路集聚区和世界集成电

路高地，到2025年，全市集成电路

产业产值实现翻番、超过2000亿

元，真正成为有完整环节、有核心

优势、有规模效应、有持续创新能

力的世界级集成电路产业链。为实

现这个目标，要着力补链、形成完

整环节，加快突破供应链瓶颈，尽

快填补相关方面空白，提高无锡集

成电路产业链的稳定性；要大力强

链、厚植核心优势，培育一批具有

在全球范围内配置、整合、利用资

源能力的标杆企业，提高无锡集成

电路产业链的首位度；要努力延

链、放大规模效应，打通集成电路

企业之间、集成电路产业与其他产

业、集成电路产品与终端市场的连

接通道，提高无锡集成电路产业链

的产出率；要致力造链、提升持续

领跑能力，推动技术、产品、模式

的演进迭代，提高无锡集成电路产

业链的创新力。

黄钦对加快推进集成电路产

业集聚发展提出具体要求，一要突

出“自强”、掌握世界前沿关键技

术，始终抓牢自主创新，加大研发

投入，在高端芯片、核心装备、特

色工艺等领域形成更多“无锡造”

“无锡创”自主技术；敢于挺进前

沿创新，提前开展新技术、新模

式、新产品研发；重视加强协同创

新，深入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

用好用活产学研合作模式，深化与

国际知名研发机构的合作，共同攻

克更多共性关键技术，为打造世界

级产业链助力赋能。二要着力“聚

强”、汇集世界顶尖创新人才。加

大“引”的力度，把引进集成电路

人才作为“太湖人才计划”的一个

重要专项，制定符合集成电路产业

特色的专才招引政策；提升“育”

的成效，以深化高端人才培养计划

为抓手，加强人才项目合作，探索

形成高校、研究机构、企业紧密合

作、有机分工的育才矩阵；营造

“优”的环境，探索构建现代化人

才资源保障体系，创新人才流动机

制，优化人才激励机制，完善人才

创业机制。三要矢志“做强”、打

造世界水平头部企业。打造领军型

旗舰企业，以支持现有IDM企业做大

做强为重点，支持引导企业加强对

产业链主要环节的资源整合和技术

升级，加大自主品牌建设力度；打

造单打型冠军企业，统筹推进“五

大工程”，引导和扶持各领域中的

骨干企业和高成长性企业更快集聚

发展资源、更好嵌入大企业大集团

的供应体系；打造终端型龙头企

业，坚持全球化与本地化相结合，

加强与海内外“用芯大户”的对

接，招引更多终端龙头企业落户，

大力实施企业领军计划，积极培育

具有强大辐射力、拥有核心话语权

的终端型龙头企业。四要围绕“育

强”、建设世界一流发展生态。用

好政策工具、提供“沃土”，加强

对上争取，力争更多重点企业、重

大项目被纳入国家集成电路规划等

上位规划，力争更多国家级、省级

改革试点、创新平台落户无锡，进

一步强化产业发展和企业需求导

向；强化金融扶持、畅通“活

水”，尽快设立市级集成电路产业

专项基金，继续加强与国家大基金

的对接，加快引进各类基金，加强

上市培育；创造最优服务、给足

“阳光”，积极培育行业协会、产

业联盟，严格落实集成电路知识产

权保护制度，营造出与世界级定位

相匹配的产业生态。

（高美梅、惠晓婧）

On  October  27  and  30,  Huang  Qin,  

secretary  of  the  CPC  Wuxi  Municipal  

Committee  and  head  of  the  IC  chain,  

surveyed  the  development  of  IC  

industry  and  held  a  symposium  to  

seek  suggestions  and  opinions  from  

en t r ep reneu r s   and   i ndus t r y  

association  representatives  on  how  to  

get  the  industry  to  grow  better  and  

faster.

要　闻 NEWS

Huang  Qin  surveys  IC  industry  in  W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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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ND  (Xinwu  District)  held  a  meeting  of  leading  officials
04 高新区（新吴区）召开领导干部会议

10月29日，高新区（新吴区）

召开领导干部会议，宣布省委、市

委有关决定：崔荣国同志任无锡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

无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主

任、中共无锡市新吴区委委员、常

委、副书记，提名为新吴区区长候

选人。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柏长

岭宣读有关决定并讲话。副市长、

高新区党工委书记、新吴区委书记

蒋敏主持会议并作表态发言。高新

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新

吴区委副书记崔荣国作表态发言。

区四套班子全体领导，区人民法

院、区人民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出

席会议。

柏长岭指出，高新区管委会

（新吴区政府）主要领导的调整，

是省、市委着眼于高新区（新吴

区）领导班子建设的需要，着眼于

新吴改革发展实际，经过通盘考

虑，反复酝酿，慎重研究决定的，

充分体现了省委和市委对新吴经济

社会发展、领导班子建设的高度重

视和关心支持。今年以来，面对新

冠肺炎疫情，高新区党工委（新吴

区委）带领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

党员干部，及早研判、精准防控，

积极构建“大数据+网格化+铁脚

板”防控机制，以最快速度恢复正

常生产生活秩序。对封晓春同志在

新吴取得的成绩，市委充分肯定，

相信封晓春同志在今后的工作中会

一如既往的关心支持新吴的发展。

市委对新吴的改革发展寄予厚望，

希望崔荣国同志到新的岗位后，在

以蒋敏同志为班长的高新区党工委

（新吴区委）领导下，团结带领管

委会（区政府）一班人，合力开创

新吴高质量发展的新境界。柏长岭

强调：一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决

贯彻省、市委决定。二要一心一意

谋发展，勇当高质量发展的全能冠

军。三要从严从实抓党建，凝聚新

时代的发展强劲动力。

蒋敏对省委、市委的决定表示

完全拥护、坚决服从。她表态说：

市委高度重视高新区（新吴区）发

展，在市委的正确领导下，高新区

（新吴区）历届领导班子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团结带领全区干部

群众奋力推进各项事业全面进步，

开创了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封晓

春同志自2015年年底到高新区（新

吴区）工作，为新吴区的成立付出

了大量心血，为高新区的高质量发

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新冠肺炎疫情

发生以后，封晓春同志临时主持高

新区工作，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

抓经济发展，为实现全年“双胜

利”的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这次

封晓春同志到宜兴工作，既是省

委、市委对封晓春同志的肯定，也

是对高新区工作的认可，我表示衷

心祝贺。此次省委、市委选派崔荣

国同志到高新区（新吴区）工作，

既是对全区领导班子建设的大力支

持，也是对崔荣国同志的高度信任，

充分体现了省委、市委对高新区（新

吴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的重

视和关心。面对新形势新任务，高新

区（新吴区）将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

精神状态，积极抢抓发展新机遇，开

拓发展新格局，全面推进经济社会各

项事业再上新台阶。一是提升政治站

位，加快育先机、开新局。二是聚焦

比学赶超，坚决扛红旗、争第一。三

是坚守为民情怀，全力惠民生、增福

祉。四是全面从严治党，坚持正风

气、优生态。

崔荣国表态说：到高新区（新

吴区）工作，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

大，但同时又满怀信心。今后，将在

以蒋市长为班长的区委坚强领导下，

在各位班子成员全力支持下，在历届

班子打下的良好基础上，扎根新吴这

片热土，紧紧依靠广大干部群众，扎

实推进新吴各项事业在全市领跑。一

是讲政治、顾大局，守初心担使命。

二是争第一、创唯一，敢超越创佳

绩。三是敢担当、善作为，勇攻坚强

落实。四是知敬畏、守底线，强作风

当表率，认真执行廉洁从政各项规

定，做人民认可和信赖的好公仆。

（党政办）

On  October  29,  WND  (Xinwu  District)  

held  a  meeting  of  leading  officials  and  

announced  decisions  of  the  provincial  

and  municipal  Party  committees:  

Comrade  Cui  Rongguo  was  appointed  

vice  secretary  of  the  WND  Party  

Working  Committee,  director  of  WND  

Administrative  Committee,  member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CPC  

Xinwu  District  Committee,  and  vice  

secretary  of  the  CPC  Xinwu  District  

Committee,  and  nominated  as  a  

candidate  for  director  of  Xinwu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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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0日，副市长、高新区党

工委书记、新吴区委书记蒋敏，高

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

新吴区委副书记、区长封晓春率高

新区（新吴区）学习考察团，前往

上海和杭州学习考察。新吴区人大

常委会主任张明烈，区领导吴胜

荣、洪延炜、匡辉、刘霞、祝君

乔、章晓明、张文荣、朱晓红、钱

前、丁洪军参加考察。此次学习考

察团赴上海和杭州，旨在借鉴两地

在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物联网、

大数据服务、创新创业等方面的先

进经验，助力高新区（新吴区）积

极对接上海、杭州，深度融入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战略，在更好服务国

家战略中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

力。

在上海，考察团首先参观了张

江人工智能岛及上海华力集成电路

制造有限公司。在人工智能岛的

AI体验中心展厅，考察团体验了

AI+家居、AI+校园、AI+医疗、

AI+安防、AI+交通、AI+园区管理

等全新应用场景。在上海华力集成

电路制造有限公司，考察团成员就

企业的生产工艺、产能、产品用途

等与现场专家深入交流，认真听取

公司为国内大宗通信和消费类电子

产品提供一站式芯片制造解决方案

和服务的介绍。

在杭州高新区海外高层次人才

创新创业基地，考察团成员就如何

加大对高层次人才、高科技项目的

引进、培育和孵化等相关问题向海

创基地负责人“取经”。在新华三

集团，考察团成员详细了解了集团

提供的包含云计算、大数据、智能

联接、物联网、边缘计算、5G等在

内的一站式数字化解决方案。在海

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考

察团参观了经典产品展示区域、

AI开放平台等地，并通过公司的车

物协同系统体验了车联网技术，并

详细了解了公司产品的应用领域及

市场占有率情况。蒋敏表示，此次

考察利用一天时间，辗转多处，深

入实地学习参观，了解到了两地在

创新发展方面的成功做法，为今后

高新区（新吴区）创新发展提供了

新的思路。

（党政办）

October  20,  Jiang  Min,  vice  mayor  of  

Wuxi,  secretary  of  the  WND  Party  

Working  Committee  and  secretary  of  

the  CPC  Xinwu  District  Committee,  

and  Feng  Xiaochun,  vice  secretary  of  

the  WND  Party  Working  Committee,  

director  of  the  WND  Administrative  

Committee,  vice  secretary  of  the  CPC  

Xinwu  District  Committee,  and  

director  of  the  district  headed  the  

WND  (Xinwu  District)  study  delegation  

to  Shanghai  and  Hangzhou.

WND  Party  and  government  delegation  visits  Shanghai  and  Hangzhou
05 高新区党政学习考察团赴沪杭考察 06

10月21日，鸿山旅游度假区重大

项目签约仪式暨远景规划发布会举

行，副市长、高新区党工委书记、新

吴区委书记蒋敏，高新区党工委副书

记、管委会主任、新吴区委副书记、

区长封晓春，区领导吴胜荣、洪延

炜、匡辉、刘霞、张文荣、李伟敏、

钱前、丁洪军出席活动。

此次活动，集中签约颐高应急

安防产业示范基地等总投资近75亿

元的8个重点项目，涉及了物联网

科技、智能制造、高端文旅、优质

教育、智慧农业等多个领域，新项

目正式落地后将能进一步增强新鸿

山产业发展后劲，厚植农文旅融合

发展优势，完善城市配套功能服

务，为“强富美高”新鸿山建设提

供更加强有力的支撑。

鸿山位于无锡东南部门户，

312国道、沪宁高速公路、锡张高

速、望虞河穿境而过，拥有泰伯景

区、鸿山遗址博物馆、梁鸿国家湿

地公园、中华赏石园、钱穆钱伟长

故居等丰厚的文化旅游资源，独特

的区位优势、悠久的吴文化历史造

就了今天的鸿山。目前鸿山“手

握”四大IP：省级旅游度假区、特

色物联网小镇、苏锡一体化融合发

展桥头堡、产城融合示范区，致力

于打造生产、生活、生态“三生”

融合新模式。根据规划，度假区将

形成“一体两翼、一脉六区”的空

间结构，“一体”位于度假区中

部，以生态与文化为主题的生态文

化核；“两翼”分别为北部的智慧

田园翼和南部的休闲度假翼。“一

脉六区”中的“一脉”为依托伯渎

港——望虞河的生态廊道；“六

区”就是构成“一体两翼”的组成

部分，其中，“一体”包括吴文化

博览园和梁鸿国家湿地公园两个功

能片区，智慧田园翼由智慧田园片

区构成，休闲度假翼由望虞花海、

智慧康养谷和鸿逗农场三个功能片

区组成。

（鸿山街道）

On  October  21,  an  agreement  signing  

ceremony  was  held  for  major  projects  

of  Hongshan  Tourism  Resort  and  the  

long-term  planning  presentation  

conference.  Eight  key  project  

agreements,  including  the  Ego  

Emergency  Security  Industry  

Demonstration  Base,  were  signed,  

with  a  total  investment  of  nearly  

RMB7.5  billion.

鸿山旅游度假区举行重大项目签约仪式
Hongshan  Tourism  Resort  holds  major  project  signing  cere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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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4日，副市长、高新区党

工委书记、新吴区委书记蒋敏带队

走访慰问了我区养老机构、困难老

人和百岁老人家庭，为全区老年人

送上节日的祝福与问候。区领导吴

胜荣、匡辉、李伟敏陪同走访。

蒋敏一行首先来到江溪夕阳红

休养中心慰问老年群体。养老院的

活动室内正在热闹开展“献爱重

阳，情暖夕阳”的主题活动，由江

溪夕阳红合唱团自弹自唱的《大中

国》为节日增添了喜庆氛围。恰逢

养老院的老人过集体生日，蒋敏亲

切地为寿星们送上生日祝福与节日

问候，并关切地询问日常生活状

况，嘱托养老机构的负责人要尽心

尽力照顾好老人，着力解决老人所

需所盼的问题，做好老年人的贴心

人和守护神。

困难老人的生活保障问题一直

是蒋敏心头的牵挂。在江溪街道前

进花园的“三无”特困老人尤学良

家中，蒋敏细致关怀他的身体状

况、生活开销情况，高度关注他生

活上存在的困难，勉励随行的街

道、社区工作人员要时刻把困难群

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把小事当

做大事来办，着力解决“急难愁

盼”的问题。

在江溪街道叙丰家园，蒋敏十

分关怀已过期颐之年的李梅英老人

的生活。他们五世同堂，儿孙绕

膝，以老为尊、敬老爱老的家风为

老人的幸福生活提供了坚实的后

盾。看到102岁的老人面色红润、精

神状态很好，蒋敏书记十分欣慰，

为老人送上重阳节日的诚挚祝福，

并嘱托家属继续细心照护，让老人

更加健康长寿。

（民政卫健局）

On  October  24,  Jiang  Min,  vice  mayor  

of  Wuxi,  secretary  of  the  WND  Party  

Working  Committee  and  secretary  of  

the  CPC  Xinwu  District  Committee,  

led  a  team  to  visit  the  elderly-care  

institutions,  needy  elderly  and  

centenarians  in  the  district,  and  

extended  holiday  greetings  to  them.

蒋敏一行重阳节走访慰问老年人
Jiang  Min  visits  the  elderly  on  Double  Ninth  Fest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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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1日，中城科技——未来

科技园项目汇报会暨合作协议签约

活动在高新区举行，副市长、高新

区党工委书记、新吴区委书记蒋

敏，区领导匡辉、祝君乔、朱晓

红，中城智慧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聂明一行出席活动。

蒋敏对未来科技园项目落户高

新区表示欢迎和祝贺。她表示，中

城科技作为拥有自主创新能力的数

字化硬核技术公司，此次在高新区

打造的未来科技园，将实现智慧城

市的概念落地，为高新区集聚一批

行业领先技术与人才，在实现城市

可持续发展、引领信息技术应用、

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等方面具有重

要意义，期待未来科技园早日建成

开园。同时，希望未来科技园一直

保持科技创新能力，始终发挥科技

引领作用。

聂明表示，非常荣幸未来科技

园项目落户高新区，中城科技将全力

推进科技园在高新区的建设工作，以

科技创新为抓手，形成智慧城市产业

聚集效应，为推动高新区科技、经济

更好更快发展作出贡献。

中城科技未来科技园项目计划

总投资约7亿元，规划占地面积

38.7亩，将携手中国智慧城市顶尖

团队，以“大平台、大数据、大应

用”构建虚拟空间支撑，实现虚拟

空间与实体空间、社会空间共融互

动，从人、物理世界的感知，同步

搭建未来科技园，共同打造国内首

个微城市国际标准示范项目。未

来，园区还将引入中国城市科学研

究会旗下地平线2020�URBiNAT中

国区工作小组、智慧建筑国际标准

研究院等项目入驻，打造成为国际

标准示范基地、具有影响力的标志

性园区。

（微纳公司）

On  October  21,  the  Zhongcheng  

Smart  Technology-Futur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rk  project  

reporting  and  cooperation  agreement  

signing  ceremony  was  held  in  WND.  

The  park  has  a  planned  investment  of  

about  RMB700  million  and  a  planned  

area  of  38.7  mu  (2.58  hectares).  

中城科技未来科技园项目合作签约仪式举行
WND  and  Zhongcheng  Smart  Technology  sign  cooperation  agreement  

for  Futur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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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4日，“青春大地 乡约鸿

山”首届乡村文化旅游节在鸿山旅

游度假区开幕。副市长、高新区党

工委书记、新吴区委书记蒋敏，江

苏省副刊协会会长金伟忻，市文化

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平伟东，区领

导吴胜荣、匡辉、焦夕莲、刘霞、

张文荣、钱前出席活动。

活动现场“江苏省副刊协会

（鸿山）采风基地”“江苏摄影家

协会（鸿山）创作基地”“中国艺

术研究院培训中心（鸿山）艺术写

生基地”揭牌，未来将通过摄影、

文学、音乐、书法等艺术形式深度

挖掘和表现吴文化的当代价值和发

展成果。

开幕式后，千余名市民群众参

加了活力满满的彩“鸿”跑，以鸿

山农果特产青团、葡萄、草莓等为

原色的彩虹打卡点分布在5公里跑

环线上。以次元空间、艺术畅想、

吴韵鸿风、儿童创作四大主题展区

构建的“鸿山稻草人艺术节”场

景，吸引了众多游人流连“稻”梦

奇缘驻足拍照。以鸡公车运粮、扁

担挑起来、玉米棒接力、背对背运

粮组成的田园运动区，调动了很多

家庭体验传统劳作的活动热情。悠

扬婉约的乡村民谣、琳琅满目的文

创集市让大家充分感受到乡村文化

旅游特色的魅力。

青春大地、乡约鸿山。近年

来，新鸿山以鸿山旅游度假区规划

为引领，积极推动物联网小镇建

设，深度挖掘苏锡一体化融合发展

桥头堡优势，努力打造产城融合示

范区，致力于构建生产、生活、生

态“三生”融合新模式。新鸿山也

将以美丽乡村建设为契机，大力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进一步放大农

业、文化和旅游三大产业优势，打

造成为农文旅一体化融合发展的新

地标和华东最具特色的文化休闲旅

游“目的地”。

（鸿山旅游度假区）

On  October  24,  the  1st  Rural  Cultural  

Tourism  Festival  opened  in  Hongshan  

Tourism  Resort.  After  the  opening  

ceremony,  more  than  a  thousand  

people  participated  in  the  race.

“青春大地 乡约鸿山”首届乡村文化旅游节开幕
First  Rural  Cultural  Tourism  Festival  op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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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6日，广电计量华东总部

检测基地奠基仪式举行。仪式前，

副市长、高新区党工委书记、新吴

区委书记蒋敏会见了广州无线电集

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杨海洲一行，

并对广电计量华东总部检测基地奠

基表示祝贺。蒋敏表示，广州无线

电集团战略布局的人工智能、云计

算、大数据、物联网、核心芯片、

军工科技等重点板块与高新区重点

发展方向十分契合，希望广州无线

电集团将高端高科技制造业布局高

新区，双方开启更宽领域、更高水

平、更深层次合作的新篇章。高新

区将全力秉持“无难事、悉心办”

的营商服务理念，以更大的力度、

更实的举措，全力以赴做好各项服

务保障工作。

杨海洲感谢无锡高新区长期以

来给予广州无线电集团和广电计量

的关心和支持。他表示，无锡高新

区良好的营商环境是促成广电计量

华东总部检测基地项目落地的关

键，也为广州无线电集团在锡进一

步做大做强坚定了信心。公司将全

力以赴建设好项目，实现双方共赢

发展。

仪式上，高新区党工委副书

记、管委会副主任、新吴区委副书

记洪延炜代表新吴区委、区政府致

辞，他希望广州无线电集团和广电

计量抢抓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深

入推进、制造业协同发展机遇，强

化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的融合，未

来在华东总部检测基地导入更高、

更新、更尖产品和技术，全力打造

具有行业领先优势，高精技术集中

的检测认证高地。

广电计量华东总部检测基地项

目总投资超5亿元，总用地面积约

30亩，计划总建筑面积约4.58万平

方米，项目建成后，将围绕无锡乃

至长三角区域半导体、新能源汽

车、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

及医疗器械等新兴产业领域，深化

检验检测技术研究，进一步构筑高

端技术服务能力，为无锡引领新兴

产业集群式发展、响应国家“新基

建”重大决策打下坚实的质量基

础。

（商务局）

On  October  26,  a  groundbreaking  

ceremony  was  held  for  the  East  

China  Headquarters  Testing  Base  of  

Guangzhou  GRG  Metrology  &  Test  

Co.,  Ltd.  (GRGT).  The  base,  with  a  

total  investment  of  over  RMB500  

million,  has  a  planned  area  of  30  mu  

（2  hectares)  and  a  planned  total  

construction  area  of  about  45,800  

square  meters.

广电计量华东总部检测基地奠基仪式举行
Groundbreaking  ceremony  held  for  GRGT  East  China  Headquarters  

Testing  Base



14 NEWS 

要　闻 NEWS

11

15

10月29日，新吴区委召开人大

工作会议。副市长、高新区党工委

书记、新吴区委书记蒋敏出席会议

并讲话。新吴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张

明烈，区领导匡辉、刘霞、祝君

乔、章晓明、刘骁、张文荣、朱晓

红、李伟敏、丁旭东、丁洪军、徐

军团、杨牧、吴易出席会议，会议

由区领导洪延炜主持。

会上，蒋敏指出，新吴区人大

工作虽然起步迟，但起点不低。四

年来，区人大及其常委会讲政治、

顾大局，紧紧围绕建设“强富美

高”新吴区的目标，忠实履行宪法

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为全区改革

发展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当前，

我区正瞄准勇当全市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全能冠军”的目标，攻坚

克难、奋力前行。蒋敏表示，区人

大要紧紧围绕区委决策部署和全区

中心工作，找准人大工作着力点，

认真履行职责，主动承担起推动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民主法治建设

的政治责任，全力完成好新时代赋

予的光荣使命任务。为此，蒋敏提

出四点要求：一服务大局有担当。

要紧紧围绕发展第一要务，充分发

挥人大职能作用，在支持政策创

新、服务发展上勇于担当、主动作

为，在打造全市高质量发展“全能

冠军”、建设“强富美高”新吴

区、推动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进程中，汇集人大智慧，贡献人大

力量，齐心协力共同开创发展新局

面。二强化监督有成效，要强化问

题导向、目标导向和效果导向，找

准监督重点，做到区委工作推进到

哪里、人大监督就跟进到哪里。三

要不断健全政府重大决策出台前向

人大报告制度，推进政府科学决

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四要始

终牢记为民履职宗旨，把关注民

生、倾听民意、集中民智，持续跟

踪民生热点问题，进一步强化跟踪

问效，提高监督实效。

蒋敏表示，区人大要把强化代

表工作摆在突出位置，坚持把支持

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作为代表工作

的首要任务，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主

体作用，依靠全体代表的智慧和力

量推进人大工作。为此，蒋敏提出

三点意见：一完善履职机制建设，

搭好平台。持续深化“人大代表之

家”“代表工作站”等建设，认真

做好代表议案建议办理工作。二密

切联系人民群众，架好桥梁。不断

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

Xinwu  District  Party  Committee  holds  working  meeting  of  District  

People's  Congress

新吴区委召开人大工作会议 现实的利益问题。三不断增强履职

能力，当好模范。要加大代表履职

事迹宣传力度，强化舆论引导，在

广大人大代表中树立崇尚先进、学

习先进的良好氛围。

蒋敏表示，区人大机关要紧扣

“两个机关”职能定位，强化宪法

意识，牢记根本宗旨，坚持廉洁自

律，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人大机关

干部队伍，示范带动全区人大代表

依法履职、主动作为，为新时代人

大工作提供有力保障。为此，蒋敏

提出四点要求：一坚持把政治建设

作为首要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

头脑，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二坚持把践行法治作为基本

遵循。牢固树立法治意识、程序意

识，建立健全保障依法履职的制度

体系。三坚持把建强自身作为坚强

保证。进一步健全常委会和专门委

员会组织建设，加强制度建设，加

强人大干部队伍培养，注重干部交

流与年轻干部培养锻炼相结合。四

坚持把探索创新作为不竭动力。把

“区政合一”贯穿人大工作创新始

终，守规不守旧、出新不出格，在

守正创新中不断提高工作质量和水

平。 

蒋敏强调，全区各级党政负责

同志要带头支持人大工作，带头履

行代表职责，带头密切与人民群众

的经常性联系，善于通过人大凝聚

民心、集中民智、推动工作、促进

发展。“一府一委两院”要认真执

行人大及其常委会作出的决议决

定，认真落实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审

议意见，认真办理代表议案和建

议，把自觉接受人大监督真正落实

到位。

会上，江溪街道人大工委和新

安街道党工委分别在会上作了交流

发言。区委、区人大、区政府全体

领导，区法院、区检察院主要负责

同志，区机关各部门、直属企事业

单位、人民团体和市有关单位驻区

条线机构主要负责同志，区人大常

委会委员，空港经开区、各街道党

工委书记、人大工委主任参加会

议。

（党政办、人大办）

On  October  29,  the  CPC  Xinwu  

District  Committee  held  a  working  

meeting  of  the  District  People's  

Congress.  Before  the  meeting,  Jiang  

Min  led  a  team  to  survey  the  

construction  of  Meicun  Sub-district  

Community  Health  Center  and  the  

liaison  workstation  for  representatives  

of  the  Xin'an  Sub-district  People's  

Con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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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0日，全区召开三季度经

济运行分析会暨“奋战六十天，决

胜赢全年”动员大会，传达贯彻全

市三季度重大项目观摩、经济运行

分析暨太湖湾科创带建设工作会议

精神，分析全区经济运行情况，动

员全区上下瞄准目标，加压鼓劲、

奋力冲刺，确保全面完成全年各项

目标任务。副市长、高新区党工委

书记、新吴区委书记蒋敏出席会议

并讲话。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

委会主任、新吴区委副书记崔荣国

主持会议。区四套班子全体领导出

席会议。

蒋敏全面分析了全区前三季度

经济运行情况。她指出，今年以

来，全区坚定勇当全市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全能冠军”发展追求，

围绕夺取“双胜利”目标，有效应

对疫情及各类风险挑战，以进促

稳、以进保稳，全力做好“六稳”

“六保”工作，经济发展稳步恢

复、全面向好，工业经济逆势上

扬，消费市场逐步好转，投资实现

较快增长，财政税收有力回升，经

济结构不断优化，发展动能加速转

换，发展效益持续提升，“双招双

引”成效突出，为经济发展注入了

更多动力。

就做好下一阶段工作，蒋敏强

调，要抓住当前，对标“全能冠

军”要求，冲刺全年目标任务。蒋

敏要求，各地各部门要围绕争第

一、创唯一的目标，咬定重点指

标、重点工作、重点任务，采取有

力措施，狠抓落实推进，确保目标

必成，勇当“全能冠军”。一要聚

焦疫情防控，持之以恒抓好常态

化。各地各部门要慎终如始做好常

态化疫情防控工作，坚持“守住一

线、放开全域”，严把入口关，继

续用好“大数据+网格化+铁脚板”

经验。二要聚焦双招双引，担当作

为完成硬任务。要紧盯目标任务，

对标对表，确保战则必胜；要加快

项目落地，全面兑现承诺。三要聚

焦项目建设，千方百计跑赢进度表

重大项目建设要再加力，确保项目

建设能够跑赢“进度表”、跑出

“加速度”；民生项目建设要再加

速，加快对重点区域进行功能完善

和景观绿道提升改造。四要聚焦守

牢底线，一着不让打赢攻坚战。要

坚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着力解

决臭氧浓度攀升、扬尘污染等难点

问题；要坚决兜牢安全生产底线，

聚力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

WND  holds  2020  Q3  economic  operation  analysis  meeting

我区召开三季度经济运行分析会
暨“奋战六十天，决胜赢全年”动员大会

治；要全力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

定；要加快50项民生实事工程建设

速度。五要聚焦年终考核，不折不

扣交出满分卷。对于弱势指标，要

坚持问题导向，补好缺口；对于优

势指标，决不能让一路领先的指

标，在最后阶段被反超；对于重点

关键指标，区各分管领导要亲自

抓、亲自督、亲自跑，加大对上衔

接力度。

蒋敏强调，要着眼长远，把握

新的发展大势，高标准谋划新篇

章。蒋敏表示，一是围绕特色产

业，高标谋划产业发展新蓝图。要

优化产业规划，重点打造一批具有

国际影响力的产业集群；要做强产

业链条，加快推动形成配套集群、

创新集群、资本集群；要放活招商

机制，加强招商队伍建设；要拓宽

发展空间，探索混合产业用地供给

新模式；要做精产业政策，不断提

高政策的精准度。二是围绕创新驱

动，高标谋划动能转换新路径。要

倾力绘好科创带核心区蓝图，打造

长三角最具活力创新高地；要全力

做亮特色园区金字品牌，不断提升

园区高质量发展水平；要竭力推动

重大创新平台建设，推动更多科技

企业在高新区“裂变式”发展；要

奋力激发创新创业主体活力，构建

大中小企业梯次并进的“创新矩

阵”。三是围绕城市建设，高标谋

划产城融合新模式。要坚持高端城

市规划，加快构建“一心三轴五板

块”战略性空间结构体系；要优化

完善城市功能，以高品质的城市功

能吸引高端产业集聚；要用力补齐

民生短板，完善城乡基础设施建设

的具体举措；要加快打造精美城

市，绣出现代城市的新吴品质。四

是围绕对外开放，高标谋划创新突

破新策略。要谋划重大项目招引提

速之策，吸引对接更多外资企业投

资布局；要谋划开放载体提优之

策，强力推进综保区“五个中心”

和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建设；要谋

划外向经济提级之策，为外向型经

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

五是围绕规划编制，高标谋划

未来发展新部署。当前要依据区

“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方案，系

统谋划规划体系建设，重点抓好

11个重点专项规划和7个区域规划的

编制工作。

崔荣国在总结讲话时就贯彻落

实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一要紧

扣高质量冲刺全年，抓重点、攻难

点，全面吹响“冲锋号”。严格落

实区委要求特别是蒋市长作出的部

署安排，奋力争取各项指标任务顺

利完成。抓调度、保运行，强化经

济运行监测分析。抓督查、比业

绩，逐级压实主体责任，在比拼中

查找差距、调高标杆、助推发展，

同时要进一步加大督查考核力度。

抓对接、争进位，要加强与上级沟

通，动态跟踪排名情况和周边态

势，推动指标进位争先。二要紧扣

高水平赋能发展，育新机、开新

局，统筹打好“组合拳”。落细落

实高新区在太湖湾科创带建设中的

定位、使命、任务和作为，全力优

化营商环境，深化“放管服”改

革，保障企业合法权益。全力增进

民生福祉，扎实完成年度民生实事

项目，办好民生实事。抓好疫情防

控，加快推进149个环境质量治理重

点工程，认真排查化解危化品、建

筑施工等领域安全问题。三要紧扣

高标准组织推进，出实招、求实

效，奋力完成“硬任务”。各板

块、各部门单位要强化大局意识，

攻坚克难抓落实，对重点项目推进

做到能快则快，对主要指标做到能

超则超。

会上，蒋敏、崔荣国分别向党

建考核重点部门和高质量考核重点

部门下达了目标任务提示单。区领

导洪延炜传达了全市三季度重大项

目观摩、经济运行分析暨太湖湾科

创带建设工作会议精神，相关部门

作了工作情况汇报，各板块与有关

部门作了表态发言。

（党政办、发改委）

On  October  30,  WND  held  the  third  

quarter  economic  operation  analysis  

meeting  and  the  mobilization  meeting  

for  "working  hard  for  60  days  for  a  

decisive  success  of  the  year"  to  

implement  the  spirit  of  the  meeting  on  

Q3  major  project  observation,  

economic  operation  analysis  and  the  

building  of  Taihu  Bay  Science  and  

Innovation  Belt,  and  to  analyze  the  

economic  operation  of  the  entire  

district.

2020年高新区（新吴区）

1-9月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

●GDP完成 亿元，同比增长 ，高于市平均。1373.75 3%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完成 亿元，同比增长 ，897.82 4.6%

总量跃升为全市各版块第一。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亿元，同比增长 ，增幅全市第548.48 11.4%

一；其中工业投入完成 亿元，同比增长 。376.15 5.5%

●规上服务业营业收入完成 亿元，同比增长 ，234.7 8.9%

高于市平均5个百分点。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 亿元279.56

●进出口总额完成约 亿元，其中出口总额 亿元。2561.3 1207

●实际利用外资完成 亿美元，总量全市第一。7.81

●—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亿元，其中税收收入 亿元。156.32 14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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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吴区委召开第十二轮巡察工作动员部署会
Xinwu  District  Party  Committee  holds  mobilization  and  deployment  

meeting  for  12th  round  of  tour  inspection  work

1413

10月29日，一届新吴区委召开

第十二轮巡察工作动员部署会，副

市长、高新区党工委书记、新吴区

委书记、区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组

长蒋敏出席会议并作动员讲话。区

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成员，被巡察

单位主要负责人，选人用人、意识

形态专项检查组成员，区委巡察

办、区纪委监委相关科室负责人，

区委第十二轮全体巡察干部参加会

议。

会议首先由高新区党工委委

员、纪工委书记，新吴区委常委、纪

委书记、监委主任，区委巡察工作领

导小组副组长焦夕莲传达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中央巡视

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赵乐际十九届中央

第六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上的讲话

精神，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新吴区

委常委、组织部长、新吴区政协党组

书记、区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

吴胜荣宣读本轮巡察工作巡察组人员

授权任职和任务分工的决定。

蒋敏在动员部署会上强调，一

要提高思想认识，不断增强巡察工

作的政治自觉。要牢牢把握政治监

督的根本定位，以“四个意识”为

标杆，以党章党规党纪为尺子，靶

向聚焦、精准发力，对被巡察单位

党组织开展全面深入的“政治体

检”。二要坚持问题导向，不断提

高巡察工作的监督质效。要牢牢把

握“两个维护”根本任务，始终遵

循“发现问题、形成震慑、推动改

革、促进发展”巡察工作总方针，

突出问题导向、瞄准关键重点，精

准聚焦、靶向发力，切实提升巡察

监督质量。三要凝聚工作合力，不

断加强巡察工作的组织领导。区委

巡察机构、广大巡察干部以及各被

巡察单位都要牢记职责使命，强化

责任担当，把开展巡察、支持配合

巡察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切实履职

尽责、形成合力，确保圆满完成本

轮巡察任务。

根据区委统一部署，本轮巡察

将组建两个巡察组，对区委宣传

部、区委政法委、区发改委、区教

育局、区民政卫健局、区财政局、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区统计局等8家

单位党组织开展巡察，巡察时间为

2020年11月9日至2021年1月8日。

（纪委监委）

On  October  29,  the  first  CPC  Xinwu  

District  Committee  held  the  

mobilization  and  deployment  meeting  

for  the  12th  round  of  tour  inspection  

work.  Two  teams  will  be  established  

to  inspect  Party  organizations  of  

eight  units  according  to  the  

deployment  of  the  district  Party  

committee.

10月31日，高新区党工委副书

记、管委会主任、新吴区委副书记

崔荣国调研指导全区疫情防控工

作，部署下一阶段防控工作，区领

导章晓明、李伟敏陪同调研。

崔荣国主持召开调研专题汇报

会，听取区民政卫健局、公安分

局、商务局和疾控中心情况汇报，

随后来到苏南硕放国际机场、空港

五路涉外转运接驳点、瑞港集中隔

离医学观察点等重点场所，实地察

看了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在调

研中，崔荣国指出，全区各级各部

门要始终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慎

终如始抓好秋冬季疫情防控各项工

作，确保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安全和

经济社会大局稳定。

崔荣国强调，高新区（新吴

区）在防控工作任务重、压力大、

情况复杂的情况下，第一时间控制

住疫情，第一时间实现复工复产，

措施扎实、成效明显。下一步要在

深入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针对当前

疫情防控出现的新问题新动向，严

格按照中央和省、市部署，不折不

扣地做好各项工作。一是思想上要

重视再重视。各级各部门要充分认

识当前疫情防控的复杂性、严峻

性、长期性，准确把握疫情形势变

化，切实增强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

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坚决克服麻痹

思想、疲惫情绪、侥幸心理、松劲

心态。二是防控上要精准再精准。

严格按照常态化防控工作要求，针

对境内外转接、中高风险区域、重

点场所、冰鲜产品等关键，进行全

链条梳理、全环节防控。三是能力

上要加强再加强。进一步健全完善

及时发现、快速处置、精准管控、

有效救治的疫情防控指挥体系。做

好重点医用物资和生活必需品的储

备工作，加快各项防控基础设施的

建设，为夺取“双胜利”奠定坚实

基础。

（民政卫健局、防控办）

On  October  31,  Cui  Rongguo,  vice  

secretary  of  the  WND  Party  Working  

Committee,  director  of  the  WND  

Administrative  Committee  and  vice  

secretary  of  the  CPC  Xinwu  District  

Committee,  surveyed  the  pan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work  in  WND  

and  deployed  works  for  the  next  

stage.  District  leaders  Zhang  

Xiaoming  and  Li  Weimin  participated  

in  the  survey.    

崔荣国调研指导全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Cui  Rongguo  surveys  COVID-19  prevention  and  control  work  in  W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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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论坛举行

10月16日，2020世界物联网博览会系列活动之一——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

论坛在高新区举行，论坛以“生态育新机，平台开新局”为主题，围绕工业互

联网平台建设、工业大数据创新应用、工业互联网发展趋势等话题，全面探讨

了工业互联网发展的黄金十年。论坛在无锡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

会、无锡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支持下，由海尔集团主办，海尔数字科技（无锡）

有限公司、中国信息化周报和无锡高新区科技创新促进中心共同承办。中国工

程院院士谭建荣，中国科学院院士黄维，江苏省工信厅党组成员、机关党委书

记姜良，无锡市工信局副局长吴建平，新吴区副区长尹震源，海尔卡奥斯物联

生态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谢海琴，省、市、区相关部门以及业界专家、企业

负责人参加本次活动。

（科创中心）
On  October  16,  the  Industrial  Internet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Forum,  

one  of  the  series  of  events  of  the  2020  World  IoT  Expo,  was  held  in  

WND.

10月17～18日,2020海峡两岸“环太湖”经贸文化系列活动——“空港

新城杯”长三角城际台企慢垒邀请赛在无锡高新区举办。市台办主任严健

媛，市台办副主任汪克强，市体育局调研员霍德全，高新区党工委委员、新

吴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霞等参加活动。此次慢垒邀请赛开展为期两天的

比赛，来自长三角城际台企的10支棒球队在此间进行多轮对战，以球会友、

增进友谊。最终无锡台协红翼队、周市台协疣猪队、太仓台协钒宸铨队分别

获得竞技组冠亚季军。锦溪台协暴龙队、甪直台协天蝎队、新吴台协君帆队

分别获得健康组冠亚季军。慢投垒球是一项深受民众欢迎的休闲运动，无锡

市有着良好的棒垒球运动基础，新吴区2017年、2019年连续两次成功承办海

峡两岸棒球交流赛，在传播棒球文化的同时，有效地增进了两岸交流，推动

了两岸体育文化共同发展。本次活动我区凝心聚力、全力以赴，提供了全方

位、多领域、高质量的服务，受到了一致好评。

（高新文体）
From  October  17  to  18,  YRD  Intercity  Taiwan  Enterprises  Slow  Pitch  

Softball  Invitational  Tournament,  one  of  a  series  of  “Around  Taihu  Lake”  

economic,  trade  and  cultural  activities  of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was  held.

“空港新城杯”
长三角城际台企慢垒邀请赛举办

新吴区台办举办2020金秋台商联欢活动

10月11日，区台办举办2020金秋台商联欢活动，市政府副秘书长、市政

府办公室主任相江，市台办主任严健媛，高新区党工委委员、新吴区委常

委、统战部部长匡辉，市台办副主任曹泳敏参加活动。严健媛向台胞送去了

祝福和问候，强调要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继续加强两岸交流互动，

携手全市台胞共同为促进锡台经济文化交流努力，通过丰富多样的交流活动

持续加深两岸同胞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真挚情谊。活动现场欢声笑语，气

氛热烈，全区台胞台属欢聚一堂，共话家常。按照惯例，联欢晚会之前，举

行了羽毛球联谊赛，来自两岸的羽毛球爱好者以球会友，在切磋球技的同时

进一步促进互动交流。区台办将继续努力寻求探索更多符合台胞志趣的交流

内容和形式，使两岸交流互动更富活力与成效。

（统战部）
On  October  11,  the  district’s  Taiwan  Affairs  Office  held  the  2020  Golden  

Autumn  Taiwan  Entrepreneurs  Gathering.

高新区企业环保共建项目
第三轮公益帮扶活动启动

10月28日，新吴区成功举办了“大手拉小手，共守绿色之约”2020年企

业环保共建项目成果总结暨第三批签约仪式。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高小萍，

高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新吴区委常委、副区长祝君乔，SK海力

士半导体（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郑银泰出席会议。会上，活动主办方向参

与第二批共建项目的16家“大手”企业授予“环境贡献奖”，14家“小手”

企业授予“优秀环境共建奖”。17家大手企业和59家小手企业顺利完成签

约，标志着高新区“大手拉小手”企业环保共建项目第三轮公益帮扶活动正

式开始。“大手拉小手”企业环保共建项目，不仅仅是环保公益活动升级、

环境治理模式创新的一次成功探索，也是高新区靠前服务企业、构建良好营

商环境的一次生动实践。三年来，项目充分利用环保优秀企业的环境管理资

源和力量，手把手引导企业主动节能减排，强化污染防治水平，帮助环保相

对薄弱的企业大幅提升了环境管理水平，为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贡献企

业社会责任和治污攻坚力量。
On  October  28,  Xinwu  District  held  the  "Hand-in-Hand  Commitment  to  

Green  Development"  2020  enterpris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

construction  summary  and  the  third  agreement  signing  cere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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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曼荼罗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授信框架合作协议签约

10月22日，江苏曼荼罗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与交通银行无锡分行、宁波银

行无锡分行、江苏银行无锡分行、苏州银行无锡分行五方共同签署联合授信

框架合作协议。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新吴区副区长朱晓红出席活动。仪式

上，曼荼罗董事长鲁冰青介绍了签署联合授信框架合作协议的背景情况，联

合授信框架合作模式是高新区内科技创新型的企业是一项重要创举，这项模

式将进一步优化银行与企业的合作关系，整合、优化企业现有银行融资体

系，合作五方在多年来友好合作基础上持续提升合作效率和粘合度、做大业

务合作规模、延伸合作模式，有效地加强银行与企业之间、银行之间信息的

沟通与交流，为企业提供更专业的金融服务，助力企业发展。

（微纳公司）
On  October  22,  Jiangsu  Mandala  Software  Co.,  Ltd.  signed  a  joint  credit  

framework  cooperation  agreement  with  Bank  of  Communications  Wuxi  

Branch,  Bank  of  Ningbo,  Bank  of  Jiangsu  and  Bank  of  Suzhou.

2020无锡市“百企千才高校行”
高新区合肥专场活动成功举办

10月29日，2020无锡市“百企千才高校行”无锡高新区（新吴区）合肥

专场活动成功举办，进一步促进无锡高新区（新吴区）与合肥及周边地区高

层次人才和科技资源共融共通。新吴区副区长王丹丹、合肥工业大学党委副

书记陈刚出席活动并致辞，在无锡——合肥高校院所产学研合作对接会上，

来自合肥高校院所的专家学者与区内重点企业技术负责人就24个新一代信息

技术、高端装备、新能源等技术需求进行了点对点精准对接。在专场招聘会

上，汇聚了55家区内重点企事业单位，朗新科技、中电海康、先导智能、威

孚高科等重点“头部企业”不惜重金向人才抛出“橄榄枝”，提供306个岗

位、1600多个用人需求。此次活动还提前通过51job、应届生招聘网及各大合

肥高校院所的招生就业网站发布了需求信息，并开通了“一键投递简历”通

道。在线上线下收到的800多份简历中，硕博人才应聘者占58%以上。

（组织部）
On  October  29,  the  2020  Wuxi  "Hundred  Enterprises  Campus  Recruitment  

Tour"  WND  (Xinwu  District)  Hefei  event  was  held.

无锡地铁3号线首批穿梭巴士上岗

伴随地铁3号线正式开通，高新区2条穿梭巴士线也将进入忙碌状态，这

是全市首批与地铁3号线快速接驳的穿梭巴士。高新区共规划了7条与地铁3号

线接驳的穿梭巴士线。S791路穿梭巴士配合地铁3号线同步开通，该线路可实

现吴都路、新华路、新梅路三条区内主干道路沿线企业与地铁3号线和城市主

干公交线路的快速接驳。而8月28日开始运行的S789路穿梭巴士从城际铁路

（新区站）始发，途经新华路、长江路、吴都路、城南路、旺庄、高浪路

等，服务新吴区多个园区和居民区，沿线有5个站点可以与地铁3号线接驳。

此次高新区规划的7条穿梭巴士线路中，除了S789和S791，其他穿梭巴士将根

据实际情况逐步新开优化，调整到位。这批穿梭巴士会采用8-10米长的小型

化公交车辆，单趟站台设置在15个左右，单趟路程设置在20公里以内，高峰

班次控制在10分钟以内，优化线路实现快速接驳。

（住建局）
With  the  official  opening  of  Metro  Line  3,  two  shuttle  bus  lines  in  WND  

will  be  in  service.  This  is  the  first  batch  of  shuttle  buses  for  express  

transit  with  Metro  Line  3.

“乐动新吴”第七届全民健身系列活动
——智慧骑行比赛举行

10月31日，2020年“乐动新吴”第七届全民健身系列活动——智慧骑行

比赛在高新区举行，此次智慧骑行比赛由Footbike滑板自行车和Thinkrider智能

骑行两个比赛项目同时进行，吸引了来自22支队伍200余名自行车骑行爱好者

参加角逐，为大家带来了一场精彩的骑行比赛。经过一整天的激烈角逐，江

大骑迹、菜菜队、超级猛男1队分别获得Footbike团体冠亚季军；江大骑迹、

菜菜队、无锡龙创3队分别获得Thinkrider团体冠亚季军。从四年一届的全区运

动会，到如今海峡两岸城市棒球交流赛、电子竞技大赛、皮划艇大赛以及此

次举办的首次从欧洲来到中国的智慧骑行比赛，各类新兴赛事百花齐放，高

新区群众体育愈发充满活力。高新区加速实现由原来较为主观的“供给模

式”到现在追求精准匹配的“点单模式”的政府服务转变，增强政府服务的

有效供给、切实满足基层多样化、个性化需求。

（无锡智慧体育产业园）
On  October  31,  2020,  the  7th  National  Fitness  Campaign  -  Smart  Cycling  

Competition  was  held  in  W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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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眸 FLASHBACK STORY OF ENTREPRENEURS

说到蔡阿水羊肉店，住在梅村

的人都知道。1944年开店以来，蔡

阿水羊肉店历经了岁月更迭，变迁

发展，时光的洗礼没有让它失去光

芒，却熬出了经年的陈香。从弱冠

之年到耄耋之年，蔡阿水的一生都

奉献给了这碗羊汤。如今，负责羊

肉店的是他的儿子蔡林生，孙子蔡

炳也早已在店里学习、工作。一家

三代人的接力从未停止。

粉墙黛瓦，古色古香，如今的

蔡阿水羊肉店就位于梅村泰伯庙前

的古建筑群内。紧靠着梅里中路，

一眼望去就能看到店门前由书法家

陆修伯先生题写的“蔡阿水羊肉

店”匾额，金色的大字在阳光下熠

熠生辉。

初冬的清晨，气温一天比一天

低。一大早，店里就来了不少吃羊

肉汤的食客，热气腾腾的羊汤一端

上来，就能驱走一身的寒意。蔡阿

水已经93岁高龄了，现在负责羊肉

店的是他的儿子蔡林生。只见，蔡

林生在厨房里忙得脱不开身，蔡炳

就负责在店内招呼客人、算账。透

过店内欣欣向荣的景象、食客们满

足的神情、蔡炳忙碌的身影，仿佛

能看到一开始蔡阿水艰苦创业的过

去。

1928年，蔡阿水出生在一个贫

苦农民家庭里，由于父亲早逝、母

亲改嫁，他从小与年幼的姐姐相依

为命，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

苦难生活。也许是从小吃尽了苦

头，蔡阿水姐弟二人也铸就了不怕

吃苦、坚韧不拔的性格。

终于，在蔡阿水16岁时，他碰

到了改变他一生的贵人，姐姐的丈

夫杨和尚。杨和尚继承了他父亲开

羊肉店的手艺，蔡阿水就到姐夫的

店里当帮工。在帮忙的过程中，杨

和尚将经营羊肉店的看家本事全部

传授给了蔡阿水。从收羊开始，到

屠宰、剥皮、清理下脚、焯肉、烹

饪、刀功等等，工序繁杂，环环相

扣，毫无保留。

在蔡阿水基本掌握了开羊肉店

的技艺之后，杨和尚便建议他开一

家羊肉店独立经营。在蔡阿水迷茫

时，他又给予了自己作为姐夫最大

的支持：开一家羊肉店，赔本了算

他的，赚钱了就是蔡阿水的。于是

1944年，年仅17岁的蔡阿水开始独

立经营起羊肉店。

小康人物录

讲诚信、肯吃苦   一家三代人的羊汤情结
A  time-honored  mutton  soup  restaurant

高新区3家企业入选
省首批特色类信息消费体验中心

近日，江苏省工信厅公示省首批特色类信息消费体验中心，全省共有

10家单位入选。其中无锡入选3家单位，均来自咱们高新区占全省近1/3，是

全市唯一入选的板块。这3家入选单位分别是无锡海尔云裳衣联网体验中心、

中科西北星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体验中心、中电海康无锡物联网产业基地。信

息消费体验中心是集展示、体验、销售、培训于一体的沉浸式体验消费场

所，应提供必要的空间条件，并具备线上服务、线下体验的融合服务能力。

按照建设形式分为综合类、特色类、改造升级类等3大类：综合类体验中心汇

聚多家企业信息消费产品和服务；特色类体验中心重点展示和销售企业自主

研发产品和服务；改造升级类体验中心是对传统景区、展馆、厂区、小镇、

商业综合体和购物中心进行信息化改造建成的。 

（工信局）
The  Industr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epartment  of  Jiangsu  province  

recently  announced  the  province’s  first  batch  of  special  information  

consumption  experience  centers.  Three  enterprises  from  Wuxi,  all  from  

WND,  were  chosen.

梅村二胡“编队”
亮相2020中国（上海）国际乐器展

10月28日至31日，深耕海内外乐器产业十九载的中国（上海）国际乐器

展览会再度来袭，无锡高新区梅村街道十七家二胡制作企业“抱团”齐聚上

海国际展览中心，携精品、展特色集中登场，“编队”亮相展会。2020年是

梅村二胡企业集体亮相上海国际乐器展的第四个年头，据悉，中国（上海）

国际乐器展览会自2002年创办，历经18年发展，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

的乐器展之一。它汇聚国内外知名品牌和商家，为中国乐器走向世界、世界

同行了解中国搭建了良好平台。展会坚持走国际化、专业化的发展道路，推

动产品技术升级、行业创新发展、产业能级提升，日益成为海外买家采购产

品、国内乐器走出国门的首选。

（梅村街道）
From  October  28  to  31,  17  erhu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from  Meicun  

Sub-district,  WND,  attended  Music  China  2020  in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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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无锡农村地区有一个从

老祖宗那里传下来的规矩，就是开

羊肉店从秋分节气开始到立春节气

结束，季节性很强，一年中仅四个

月左右。开店以后，每到暮秋，蔡

阿水就会去梅村街上租一个门面，

上午收羊，屠宰以后烧羊肉，中午

至晚上营业。等到蔡阿水结婚后，

店铺便成了夫妻店，夫妻俩同心协

力，同甘共苦。

“我爷爷为人老实，讲究诚

信。以前生活艰难，每次有贫苦人

到店里来，爷爷都会给他们送上免

费的羊汤喝。”蔡阿水的孙子蔡炳

笑着说，别看家里开着这么大一家

羊肉店，但其实生活一直都不算富

裕，在他小时候甚至还很辛苦。比

如，他读大学的时候，放假回家一

度住在阁楼里。

“羊肉店还是很难赚钱的，我

父亲说在以前只要赚到一张‘羊

皮’的钱就算满足了。”蔡阿水的

儿子蔡林生介绍，蔡阿水羊肉店创

业时，是租赁梅村街上的民房，地

方很小。解放初期，一碗羊肉连汤

一角钱，一碗下脚汤仅八分钱，即

使这样，也顾客寥寥，毕竟人们生

活贫困，对鲜美的羊肉望而却步。

直到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江

南北。1981年时，梅村有部分生产

队开展了土地承包责任制，继而又

分田到户，羊肉店亦面临着发展机

遇，蔡阿水按捺不住喜悦的心情，

写信告诉了正在部队服役的儿子蔡

林生。蔡林生从部队复员回家后，

在1981年的秋天，申办了个体营业

执照，蔡阿水羊肉店正式创立了品

牌。

蔡阿水秉承薄利多销原则，品

种齐全，价廉物美，这样一来，羊

肉店生意兴隆，店堂面积逐渐扩

大，从开始租二间民房到租赁七、

八间，客人络绎不绝。

到了2001年，蔡林生正式去注

册了“蔡阿水”商标，蔡阿水羊肉

店的特色经营在无锡地区的餐饮业

中也逐渐脱颖而出。冬天，越来越

多的梅村人选择和亲朋好友一起吃

羊肉、喝羊汤时，首选就是蔡阿水

羊肉。

“做好一件事很难，但做坏一

件事真的太容易了。我们一定要把

‘蔡阿水’这个牌子做好。”蔡林

生介绍，自家的羊肉不蒙骗人，该

是多少斤就是多少斤，不会浸着汤

汁来占斤两。现在羊肉毛利低，山

羊进价高，再加上人工费等支出，

最后赚得很有限。“蔡阿水”的羊

肉好吃，关键就在于，一是选料的

讲究。只选取散养的1-2年龄的公

山羊，不要绵羊、母羊、老公羊。

二是一定要活羊现杀，这样烧制出

来的羊肉才能达到“鲜、纯、真”

三字。羊肉进店后，工作人员会根

据不同的肉段，剔骨去皮，将白肉

分别分割成不同的肉段进行分解，

供厨房精加工，炒的、煮的、烤

的、煎的分门别类、摆放整齐，特

别是下脚必须清洗无异味。

最后，烹饪方法就是重中之

重。蔡阿水羊肉之所以让人回味无

穷，就是因为蔡阿水有一套自己的

烹饪秘诀，包括火候的掌握、时间

的长短、调料配料的调配，以及灶

具、厨具的选用，蔡阿水都自丰

富。多年来，“蔡阿水”一直延续

了以祖传秘方结合现代创新烹饪技

术的羊肉烧制方法，在力求“原汁

原味”的同时，尽量减少羊膻味。

如今，蔡阿水羊肉店里，羊肉品种

齐全，光冷盘就有羊肚、羊眼、羊

肾等十多种，再加上热炒、红烧、

油炸、箱烤等诸多烹饪方式，每个

品种都口味独特，让人赞不绝口。

随着加工制作工艺的不断改良和消

费者需求的不断提高，蔡阿水羊肉

对传统的制作工艺进行了改良，先

后开发了几十种羊肉菜肴，深受大

众喜爱。

“我们也遇到过很多困难。”

蔡林生回忆，在店铺不断壮大的过

程中，购买店铺花费了大部分赚到

的资金。1995年，蔡阿水羊肉店在

泰伯西路购置了房产，有了自己的

店堂，虽然面积有200多平方米，但

随着客人越来越多，空间明显不

足。到了2002年时，机会来临。梅

村供销社有意向将一幢行政大楼出

售转让，蔡阿水购买后，将其装修

营业，经营得风生水起。谁知这样

的黄金时期经历了七年，又遇上了

拆迁。直到2010年，蔡阿水羊肉店

搬迁到梅里古都建筑群的吴音水岸

2号才算彻底安顿下来。

蔡林生表示，几经搬迁，花费

了大量金钱，很多次到了万不得已

的时候，只能四处问亲朋好友借

钱，直到2017年左右，债务才算还

清。蔡阿水一家人一直铭记着这些

恩情，并不断用实际行动回馈社

会。每年都会对社会进行爱心捐

款，来感谢这些年获得的帮助。

（高新区融媒体中心）

Cai  Ashui  Mutton  Restaurant  is  

well-known  in  Meicun.  Opened  in  

1944,  the  restaurant  has  gone  

through  changes,  but  st i l l  

maintained  its  high-quality  soup  

and  other  delicacies.

STORY OF ENTREPRENEURS小康人物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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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攀新高峰，

在高质量发展中打造新安示范
Xin’an  Sub-district:  bravely  climbing  new  heights  from  a  new  starting  point,  
and  building  Xin'an  as  an  exampl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新安街道：

潮涌逐浪高，扬帆正当时面对新形势、聚焦新要求、落实新任务。新安街道将始

终保持“归零心态”拿出“赶考状态”秉承“奋斗姿态”。

在园街融合上更深入。聚焦产业与民生协调发展、创新与服务优化升级，推动街道与太科园有序融

合，全力抓好经济发展。以“店小二”精神精准服务太科园片区企业，配合区做好交通路网改造、慧海湾

小镇、科创载体、万达广场、SK海力士医院学校等项目建设，完善服务功能。更大力度推进政府职能转变

和基层审批服务执法力量整合，争创“无难事、悉心办”营商环境的新安样板。

在拆迁安置上更有力。全力以赴完成15万平方米拆迁目标任务，力争在老镇区、沙墩港、中华工业园

区等扫尾灭点项目上取得重大突破。做好安置房期房分配，力争年内竣工2489套安置房，启动1800套安置

房建设，有效改善群众居住条件。

在城镇面貌上更出新。加大老镇区综合改造力度，完成南湖园路商业示范街、新安文化广场、感知农

贸市场提升改造等亮点工程，实现城镇面貌焕然一新。加快推进路网结构优化，实施南湖园路、浪新路延

伸段、新湖南街、中心街改造提升，畅通交通“微循环”。

紧紧围绕更好服务新吴区发展大局     聚力高水平产城融合，展现转型发展的新安力度

以“大动作”改善民生福祉。完善为老服务体系建设，加快推进新建养老院，扩大新安养老服务影响

力。落实“府院合作”机制，不断提升人民医院新安分院医疗服务水平，加快建设二级综合医院。扎实做

好中心幼儿园环境综合提升，配合实施雍华府幼儿园等新建工程，加大民办教学资源引进力度，推进教育

水平高质量发展。

以“强推力”创新社会治理。推动“警”“网”深度融合，规划新建“智慧小屋”，延伸“红网格”

服务触角。优化社区管理服务，新建3个社区，合理调整商品房社区管辖范围，对各大园区进行“兼管”，

实现社区管理和园区服务全覆盖。

以“硬举措”强化平安建设。突出信访矛盾积案攻坚化解，畅通群众诉求渠道，推动矛盾化解在基

层、问题解决在一线。纵深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强化对社会不良风气的打击，确保专项斗争圆满收

官。坚守安全生产“底线” ，消除各类风险隐患和安全监管盲区，高质量打造平安和谐新安。

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     建设高品质幸福家园，展现全心为民的新安温度 

聚焦城市管理“关键点”。全面加强优美环境合格区建设，确保17个网格优良率100%，力争保持全

区第一、全市前列。紧盯高速出入口、太湖沿线、背街小巷等“城市细节”，巩固提升治理成效，持续完

善公厕、停车场等公共配套设施建设，实现城市品质提升提优。

严把生态文明“绿色线”。完成33家“散乱污”企业整治，启动三房桥河改造及闸站新建。长效落实

“河长制”，深入推进“一河一策”，重点巩固好劣五类河道整治成果。注重抓好汛期太湖预警监测，做

好蓝藻打捞工作，确保太湖连续第13年安全度夏。

拓宽沿湖旅游“优势面”。放大太湖不可复制、不可再生的资源优势，整合新安渔文化、传统民俗等

特色亮点，加快探索沿湖生态旅游项目，打造环太湖游客中心、大溪港湿地公园管理中心、新安驿站、停

车场等配套设施，全面打响太湖生态旅游品牌。

紧紧围绕更好优化城市环境     打造高颜值生态新城，展现绿色优先的新安高度 

固本强基提升“组织力”。不断深化“三项工程”，加强社区党组织书记带头人队伍建设，打造过硬

干部队伍。坚持“一支部一品牌”特色建设，持续做好“行远计划3.0”党工委书记项目、基层党建创优实

践项目和“雁阵计划”。更加注重阵地建设，启用街道党群服务中心，探索党建融媒体发展。

凝心聚力传递“正能量”。强化价值引领，创新打造新时代文明实践广场、净湖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户

外分站点等特色亮点，更加生动讲好“新安故事”。深耕文化惠民建设，举办“高新区之夜-太湖音乐

节”、“新吴区渔文化节”等活动，延续并丰富“和合”品牌系列活动，持续提升城市知名度和美誉度。

正风肃纪绷紧“高压线”。坚决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两个责任”，持续做好巡视巡察反馈意见长效整

改。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切实履行“一岗双责”，聚焦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驰

而不息正风肃纪，营造更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新安街道将主动抢抓机遇聚力比学赶超在全区高质量发

展的大局中体现新安担当作出新安贡献。

（新安街道）

紧紧围绕更好提升党的建设工作水平      培育高素质干部队伍，展现担当有为的新安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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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投资环境而言，无锡是最

让我们信赖的。正是基于这种信

赖，让SK海力士愿意在无锡持续增

资扩产。”近日举行的无锡韩国产

业链对接合作大会上，SK海力士半

导体（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郑银

泰这样说。当天参会的90多家韩资

企业中，落户无锡高新区的超过

40家。

投资热情源于贴心服务。9月

25日，141名韩籍乘客搭乘包机降落

在苏南硕放国际苏南硕放国际机

场，他们均为SK海力士半导体公司

的技术和管理人员。这已是无锡第

9次通过包机帮助SK海力士员工返

锡，这期间，苏南硕放国际机场、

外办、海关、政府热线等部门通力

协作，让韩籍员工感受到了家一般

的温暖。

“企业有所求，我们必有

应。”副市长、高新区党工委书

记、新吴区委书记蒋敏说，今年以

来经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增多，对

营商环境的持续性要求更高。作为

现代产业高地和对外开放窗口，无

锡高新区坚持行政审批“零障

碍”，政策落地“零折扣”，贴心

服务“零距离”，促进营商环境提

档升级，倾力打响“无难事、悉心

办”营商环境品牌。

打造最佳营商环境，无锡高新

区持续发力。高新区行政审批局局

长张继鸿介绍，近两年，高新区在

无锡率先实施“一枚印章管审

批”，大幅压缩审批流程；推行重

大项目审批服务“直通车”，不断

提高审批效率；抓好“一网、一

门、一次”改革，加快实施行政服

务便利化；打造“15分钟政务便民

服务圈”，将人社、民政、计生、

城管等多部门的46个事项赋予街道

一站式办结。

9月23日，尚沃医疗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同时收到不动产权证、建

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审图合格证和施工许可证

等五证，成为无锡首个“拿地即开

工”的科研类项目。

“科研类项目办证难度高于工

业类项目。”无锡高新区行政审批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尚沃医疗此次

高新区打造最佳营商环境：

企业有所求 政府必有应
WND  creates  the  best  business  environment:  meet  the  needs  of  enterprises

投资上亿元的呼气分子诊断工程技

术研发中心和总部运营中心项目，

是无锡高新区引进的重大项目，企

业迫切希望尽早上马。为此，审批

部门提前进行规划方案的公示审

查，绿色建筑、人防等环节的审批

也“快马加鞭”，确保“拿地即开

工”。

优化市场准入服务，能让各类

市场主体更活跃。前不久，顺天航

辰科技有限公司来到政务服务中心

办理登记。“我们第二天就要签

约，没有营业执照，合同就泡汤

了。”企业负责人张心茹说，行政

审批局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后，指导

其采取全程电子化操作，通过“一

窗通办”，半天即完成新设企业注

册和税务、社保账户开通，顺利拿

到证照。

在“一件事一次办”基础上，

无锡高新区推出“1+1”政银合

作，确保“办照即营业”。引入

4家商业银行，将银行工作人员和

政府工作人员结对组合，开展企业

开办综合受理。申请人不必再跑银

行，即可完成开户登记。政务服务

便利化激发了全社会创新创业激

情，今年前9个月全区新增市场主

体同比增长248.1%，增幅居无锡

全市第一。

作为产业强区，无锡高新区重

大项目多、投资额度大，行政审批

效能直接影响全区项目建设进展。

为此，高新区推出重大项目审批服

务“直通车”2.0，将新增用地科

技项目和政府投资类民生项目全部

纳入“直通车”服务范围；在无锡

首创建设项目“受权代理审批”服

务模式，深化“容缺审批”“先批

后审”“先许可后缴费”等模式。

有力的举措，赢得了优质资金

和项目的青睐。去年9月中旬，济

民可信集团将大分子生物药首个产

业基地设在无锡高新区，投资额

16亿元。今年4月底，总投资30亿

元的济民可信生物医药创新技术产

业化及新药项目开工建设。“疫情

影响了我们在全国各地的新项目，

唯独在无锡高新区是例外。”无锡

济民可信山禾药业总经理於江华

说，加码投资是看中这里一流的政

务服务。

深化“放管服”改革，无锡高

新区全面推行公共资源“不见面”

交易。“‘不见面’交易确保了市

场更开放、交易成本更低，资源要

素流动更高效。”相关负责人介

绍，目前高新区政府建设项目、政

府采购项目、水利工程项目已全面

实现“不见面”交易。今年前9个

月，全区实施“不见面”交易831

宗，同比增加三成，金额100.3亿

元。分析投标人库发现，每个项目

投标人从去年平均十多家增加到

30家，外地投标人占比超七成。

（浦敏琦）

While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delegating  power,  streamlining  

administration,  strengthening  

regulation  and  improving  services”,  

WND  has  implemented  non-face-

to-face  transaction  of  public  

resources  which  ensures  a  more  

open  market,  lower  transaction  

costs,  and  more  efficient  flow  of  

resource  e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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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经过四个月的试用期，

无锡首个共享喷涂中心在高新区的

东方汽车城正式投用。随着城市发

展步伐的加快，全市的机动车保有

量逐年递增，到去年年底接近200万

辆，而汽车在维修时，喷漆是一道

主要工序，机动车维修行业在喷漆

环节往往产生和排放大量挥发性有

机物，挥发性有机物是臭氧生成的

重要前体物，也是PM2.5二次源生

成的主要贡献源之一，如今共享喷

涂中心的投用就有效解决了这些问

题，往常刺鼻的油漆味再也没有

了。

共享喷涂中心-东方钣喷位于

东方汽车城B12区域，内设干磨区、

钣金区、流水线喷漆区等多个功能

区。该中心建成后形成年喷涂汽车

20000个板块的规模，配备的是一套

最新、最高标准的钣喷流水线设

备，主要对无锡东方汽车城内的

4S店提供喷漆服务，实行区域类由

分散喷涂转为集中喷涂，并且配套

高效的废气治理设施，采用水喷淋

+活性炭净化处理+UV光解除味器的

多级高效复合型环保设备对喷漆废

气进行有效处理，大大削减了区域

内4S店喷涂排放的污染物。在共享

喷涂中心我们可以看到，周边多家

汽车4S店正在共用这一个钣喷中

心，新型环保设备在轰鸣作响，喷

漆房密闭收集废气，室内再也没有

往常的刺鼻油漆味。

集约建设污染防治设施实现

“共享治污”。“以前各个4S店各

自为阵，不仅超标排放，还出现了

很多‘浪费’。”高新区环监执法

人员表示，在摸排一、二类汽修企

业时发现，绝大多数企业烤漆房都

因资金问题无法在环保上做到完全

达标。而汽车喷涂一直是挥发性有

机物排放的关键工序，各家4S店分

散喷涂，如果单独建设和运维污染

处理设施，对于中小型企业来说建

设成本过高难以承受，即便建有简

无锡市首座汽修喷涂“绿岛”

“新基建”推动“共享治污”
Wuxi’s  first  shared  auto  spray  paint  center  establi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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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的治理设施，也很难稳定达标排

放，许多4S店生产经营面临着两难

境地。

“绿岛”建设能否解决这一燃

眉之急？早在2017年，高新区交通

运输局联合高新区环保部门从辖区

内的汽车城入手，提出“集中钣

喷”“集中制定污染防治办法”的

理念。作为无锡汽车行业的龙头企

业，东方汽车城先行先试，经过2年

的技术方案论证后，投资300多万元

建了第一家东方钣喷中心。目前，

汽车城内5家4S店的喷涂业务均已切

换到该中心，从投用一段时间后的

效果来看，通过企业共享共用，既

省料又减排，每道工序实行标准化

作业，大大控制了作业过程中的环

境污染，也让治污成本大大降低，

解决了企业的环保难题。喷涂中心

负责人谢国桥表示，原材料节约了

40%。之前五家4s店综合起来每个

板块数所耗用的油漆耗材，是

0.25升一个面，现在是 0.15升一个

面。油漆耗材的降低自然成本也降

低，同时也减少了废修的排放量、

危废的排放量。

今年，这座“绿岛”还将新增

2家4S店的喷涂业务，明年起可承接

周边快修门店的外修喷涂业务，进

一步扩大“共享”作用。未来，东

方汽车城还有望在无锡市范围内布

点汽修喷涂“绿岛”。

“绿岛”集约共建治理设施，

不仅为汽修行业钣喷业务不均衡、

成本高、效率低和废气治理难度大

等“老大难”问题给出了新的解决

方案，困扰汽修行业多年的废气管

理难题也迎刃而解，同时也为污染

防治攻坚给出了新思路、开出了

“新药方”。

（陈怡 宗晓东/摄） 

Adhering  to  the  concept  of  

" s h a r i n g ,   w i n - w i n ,   a n 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Xinwu  

District  guided  and  supported  

Grand  Orient  Co.  Ltd.  to  establish  

Grand  Orient  Sheet-metal  Spray  

Paint  Center,  the  first  shared  auto  

spray  paint  center  in  Wuxi.



34 G RAS S -RO O T S

20多年跨越式发展，无锡空港

经济开发区（硕放街道）靠着一代

代建设者接续奋斗，实现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从昔日的阡陌田野，到

如今的空港新城，城市面貌焕然一

新，现代产业迭代升级，公共服务

日臻完善，百姓生活幸福安康，堪

称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个

鲜活样本。

活力“新空港”，苏锡“中心

城”。作为“苏锡一体化”的桥头

堡，无锡空港经开区主动融入“苏

锡常都市圈”，大力发展“枢纽经

济”，打造活力“空港新城”，努

力在新时代展现新作为，在更高坐

标中提升发展水平，争当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全能冠军”。

交通活则百业兴。国庆前夕，

飞凤南路全线建成并开放交通。一

辆辆汽车穿行而过，无锡人从这条

路驾车去苏州将截弯取直，车程由

原来的20分钟缩至5分钟。

优化改善交通，为发展枢纽经

济打下了坚实基础。在长三角一体

化、苏锡常协同发展的大背景下，

昔日的无锡东南一隅，跃然成为苏

锡一体化发展的几何中心，辖区内

“水陆空”齐备。苏南硕放国际机

场是省内第二大机场，去年旅客吞

吐量近80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近

15万吨，能很好满足周边地区航空

物流需求。地铁3号线连接腹地，周

边有沪宁高速、锡通高速两条高速

公路，机场路、飞凤路、312国道和

雪梅路4条快速化道路环绕；同时积

极推进与苏州相城区的路网勾连，

加密城际通道、促进交通同权。目

前，无锡空港经开区全力构建以苏

南硕放国际机场为中心的现代交通

网络，打造高效便捷的集疏运体

系。

正在建设中的华友中路将成为

贯穿空港新城的南北交通“大动

脉”，同时启动了裕丰路、振发

路、墙宅路等19条次干道的智慧化

升级改造，打通城市交通毛细血管

“微循环”。9月中旬，苏南硕放国

际机场获批药品进口口岸，地市级

的药检所在家门口实现了检测的

“全球化”认证，为苏南硕放国际

机场打造长三角区域性货运枢纽提

供了有力支撑。在苏南硕放国际机

场抓住契机开拓国际航线的同时，

一条“欧洲—重庆—无锡”便捷通

道的开拓，助力无锡更有能力承接

生物医药创新要素高效跨境流动。

抢抓枢纽经济黄金发展期为契

机，无锡空港经开区正着手开展产

业更新和城市更新。两者将引入片

区高质量开发的理念，精细化对存

量空间进行整体有机开发。相关负

责人介绍，产业更新目标是清退低

效企业，实现“腾笼换鸟”，将一

个片区整体打造成为产业综合体。

产业综合体融合工业载体、商业配

套、创新空间、生活设施等，同时

联合各种机构一起打造完善的园区

综合服务生态体系，助推产业升

级。城市更新目标是优化城市功能

结构布局，补足民生短板。通过引

入高水平的教育、医疗、养老、商

业等载体，进一步提高公共服务能

力，赋予辖区更强的生命力，让老

百姓享有更高的生活质量。

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无

锡空港经开区勇当枢纽经济先行

军。空港经开区负责人表示，对标

国家级临空经济开发区，围绕枢纽

经济、空港新城两大战略，空港经

开区将打造航空物流、航空核心、

高端制造、高端商贸、生命科技五

大产业，精心布局创新发展和产城

融合“新业态”。

无锡空港经开区是一座名副其

实的产业之城。辖区内拥有企业

1800余家，规上企业近200家，上市

募投项目37个。2019年空港经开区

高质量考核、规模以上工业总产

值、规上工业总产值增幅、工业投

资增幅、规上服务业营业额均位列

空港经开区“产城”更新赋能高质量发展
Wuxi  Airport  Economic  Development  Zone  empower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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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高新区各板块第一，全省省级

开发区排名逐年提升。

项目建设是推动发展的第一动

力。今年以来，面对疫情防控常态

化，空港经开区将“双招双引”作

为推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进

一步优化产业链布局、聚合创新资

源、夯实发展后劲，以超常规的开

局、超百分的努力，争取超预期的

收获。上半年，举办了枢纽经济重

大项目集中签约仪式，总投资超

100亿元的31个优质项目签约，涵盖

枢纽经济、数字经济、总部经济、

战略性新兴产业、产业综合体、科

技创新合作、产业基金等七大领

域。截至目前，共完成16个超亿元

重点产业项目备案，累计总投资超

60亿元，其中总投资超10亿元项目

2个，超5亿元项目1个。

力促签约项目早开工、开工项

目早投产。今年1-9月，15个市、

区重点项目中，深南电路W2项目、

来仕德机械、力特半导体二期、栖

霞建设等6个项目已开工建设，占全

年预计开工项目的66.7%；会通新

材料、亮嘉新材料、特恒科技3个项

目已顺利竣工，已完成重点项目投

资23.5亿元。

培植“创新基因”，空港经开

区有志成为太湖湾科创带上的闪亮

明珠。5月，作为无锡首家科创板上

市企业的祥生医疗，举行了全球研

发中心开工暨智能制造基地主体封

顶仪式。扎根无锡空港20多年，祥

生致力于前沿超声技术的研发创

新，已成为专科超声领域的龙头企

业。无锡航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

专注于航空发动机关键零部件及医

疗骨科植入锻件研发、生产及销售

的高新技术企业，已于今年8月成功

过会，即将成为无锡空港经开区第

二家科创板上市企业。

推动制造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发

展，必须依靠科技创新和人才支

撑。目前，无锡空港经开区拥有省

级技术（工程）中心21家，市级技

术（工程）中心44家，认定省级科

技副总4名，市级创新团队2个，航

亚科技、会通新材料、三联生物等

成为准独角兽入库企业。区域内高

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产值比

重达到55.5%，比去年同期提高

6.6个百分点。加大招才引智力度，

全面激发创新活力，累计引进高端

人才2万余人。今年申报“飞凤人才

计划”7名，“太湖人才计划”2

名，申报省双创人才3名。

一枝一叶总关情，一点一滴惠

民生。保障改善民生，决胜全面小

康，无锡空港经开区坚持“人民至

上”，办好群众最盼望、最需要、

最向往的实事，在学有所教、劳有

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

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

近日，无锡空港经开区的教育

事业喜报频传：无锡市梅村高级中

学空港分校签约落户，无锡市硕放

中学入选2020年全国青少年校园篮

球特色学校，无锡市南星小学入选

2020年度中国诗教校园，丽景幼儿

园高分通过省优质幼儿园创建验

收。此外，南星小学扩建和丽景小

学新建等教育工程正加紧建设中，

让教育配套合理完善、锦上添花，

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

教育资源。总投资3亿元的硕放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升级方案已经敲定，

项目计划年底动工。建成后床位将

达250张，成为新吴区首家妇幼特色

的二级综合性智慧医院。

聚焦痛点、难点，无锡空港经

开区持续改善民生。今年以来，启

动了老旧安置房小区的综合提升改

造，目前振发公寓改造工程已接近

尾声，新锦园、润硕苑、香楠佳苑

正在招标推进中；硕放农贸市场改

造工程将在年底完工；颐养园二期

也将于年底前完成主体封顶，建成

后可新增床位288张；在各社区居家

养老服务站点增加养老床位外，又

将新增建成1家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站；今年已新增就业1250人，再就

业785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4%以内。

为进一步提升人居环境质量，

无锡空港经开区对标找差补短补

弱，聚焦“小字头”企业、断面水

质、危废、油品贮存处置、“散乱

污”企业、空气质量等问题，做好

环境治理的“减法”，为做优“加

法”拓展空间，全力推动“百日攻

坚”见成效，坚决打赢污染防治攻

坚战。同时优化生态绿化布局，建

设区域生态屏障，完善公园绿地基

础设施和服务功能。漫步无锡空港

经开区，市民休闲广场、地景“网

红”公园、法治文化园、里夫泾浜

沿河景观带等一批百姓身边的公

园、游园、乐园，是真正的诗意家

园。

产业与生态交相辉映，科技与

人文相得益彰，无锡空港新城的美

丽画卷正徐徐打开。一座安居、乐

居、宜居的便捷之城、兴盛之城、

幸福之城和未来之城已张开腾飞的

翅膀，前景可待，未来可期

（新华日报）

With  more  than  20  years  of  

deve lopment ,   Wux i   A i rpor t  

Economic  Development  Zone  

(Shuofang  Sub-district)  has  

achieved  profound  changes  with  

the  continuous  endeavors  of  

generations  of  buil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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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加强和创新社区基层治

理，更好地服务居民，自2017年

起，旺庄街道以居民需求为导向，

启动实施“微爱旺庄”社区微治理

创新项目，用“小杠杆”撬动社区

治理“大格局”，打通服务居民

“最后一公里”。3年来，旺庄街道

各社区共实施微治理创新项目48

个，累计开展助老、扶幼、助困、

协商议事等活动405次，参与居民达

6870余人次。

“楼上又乱扔垃圾，社区能不

能管一下啊。”“这块地方给舞蹈队

天天占用，我们合唱队都没地方排练

了。”在社区治理中，面对居民大量

琐碎的、多元化、个性化的需求，仅

靠现有公共服务体系，显然已无法包

办和解决。依托“微爱旺庄”社区微

治理创新项目，旺庄街道通过有序化

实施、规范化管理、个性化引导，积

极构建居民需求响应机制，初步形成

了“政府支持——社区运作——居民

参与”的社区治理新模式。

在尚泽社区，由于各类文体社

团较多，团队与团队之间常常因为

排练场地、经费、人员等问题产生

矛盾。如何精准高效地协调分配社

区资源，促进文体团队之间的良性

互动，尚泽社区依托街道“微爱旺

庄”社区微治理平台，申请启动实

施“尚议厅——文体社团联盟议事

会”微治理创新项目，并获得了街

道的资金扶持。新成立的文体社团

联盟议事会由社区各文体社团成员

自愿申请加入，并选举产生了由7名

成员组成的委员会，负责议事会的

日常议事决策。目前，该委员会每

月召开一次会议，集体商讨近期社

区文体相关的活动组织、资金分

配、设施修缮和自身管理等事项。

“一个仅有 7人组成的小团

体，却在社区文体活动相关问题的

解决上释放了大能量。”据尚泽社

区负责人介绍，自文体社团联盟议

事会成立以来，充分发挥协商议

事、问题解决、盘活资源、促进参

与等重要功能，既有效促进了各文

体社团活动的开展，又较好地满足

了居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已成

为社区建设的一个重要自治平台。

“激活基层社区治理细胞，就

要让居民真正参与到社区治理中

来，形成政府、社区、社会组织、

志愿团队、居民个体多元互动，合

作治理社区，服务大众的新格

局。”回顾“清风转角——场景式

协商议事项目”实施给社区带来的

变化，春二社区负责人深有感触地

说。从2019年起，春二社区开展了

“清风转角——场景式协商议事项

目”，社区党总支、居委会、物业

公司以及居民代表、相关利益方代

表共同参与，采用现场议事、现场

执行和现场评估，打造了一个多元

主体参与小区环境治理的户外协商

议事平台。

从方案设计到施工实施，随着

项目的推进，越来越多居民在协商

议事中体验到了当家做主的自豪

感，参与积极性不断高涨。居民叶

艳萍是一名规划设计师。随着项目

协商的不断推进，她也从一名观望

者变成了参与者，担任了项目的技

术专家，为小区环境改造进行规划

设计。根据居民提出的意见，叶艳

萍在保留树木的周围设计了一个环

形围挡，并涂上缤纷的色彩，既解

决了居民休息座椅不够的问题，又

美化了区域环境。就是在这样边讨

论、边施工、边监督的状态下，确

保了项目的顺利推进。在无锡市

2020年社区治理创新项目评选中，

春二社区“清风转角——场景式协

商议事项目”脱颖而出，一举跻身

全市前五名。

（鲍佩萍）

The s  people's  awareness  of  aging  

issuederly-friendly  communitie.

旺庄街道：“小杠杆”撬动社区治理“大格局”，

48个微治理项目打通服务居民“最后一公里”
Wangzhuang  Sub-district:  48  micro-governance  projects  opens  up  "last  mile"  
of  serving  resi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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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坚波：

筑牢疾控“防火墙”，当好抗疫“守门人”

Yang  Jianbo:  gatekeeper  of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高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杨坚波同志长期坚守疫情预防控制

一线，工作中勇于担当、履职尽

责，先后被评为高新区（新吴区）

先进工作者、无锡最美医护工作

者、新吴区十佳优秀医师、2020年

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在疫情防

控工作中，他冲锋在前，展现出较

高的专业素养和责任意识，有力推

进全区疫情防控各项工作。根据

《无锡高新区（新吴区）党政干部

鼓励激励实施办法》第八条及《无

锡高新区（新吴区）鼓励激励全区

党员干部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十

项举措》第2项，2020年8月，任命

为无锡高新区（新吴区）民政和卫

生健康局副局长，调任公务员。

杨坚波同志具有较丰富的流行

病学理论基础和现场实践经验，多

次参与霍乱、甲型H1N1流感、新冠

肺炎等重大传染病的处置。调动至

高新区以来，持续完善全区公共卫

生体系，围绕市、区两级工作目

标，积极推动急性传染病和慢性非

传染病的区域防控，全面落实免疫

规划、学校卫生、食品安全、职业

病防治等各项公共卫生工作，有效

应对各类急性传染病的流行和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确保全区未

发生一起疫情的蔓延和扩散，高新

区顺利通过国家级慢性病综合防控

示范区的创建和省级卫生应急规范

化建设验收。扎实推进民生实事项

目，有效推动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项目落实，进一步落实适龄儿童

水痘疫苗和65岁以上户籍老年人肺

炎疫苗免费接种、早期胃癌筛查、

脑卒中高危人群筛查随访干预、心

灵家园建设等民生实事项目，切实

推进健康新吴建设。疫情期间，作

为区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防疫治疗

组副组长，杨坚波同志不惧风险、

日夜奋战，连续三十多天穿梭于集

中隔离医学观察场所、医疗机构发

热门诊、苏南硕放国际机场和道路

卡口、社区和企业等疫情防控最前

线，带领单位全体干部不间断收集

预警信息、开展流行病学调查、追

踪密切接触者、撰写流调报告、落

实终末消毒，并组织医务人员、社

区和卡口工作人员、校医等多个层

面开展防控培训，当好抗疫战线的

“守门人”。为助力全区企业尽早

有序复工复产，杨坚波同志多次深

入企业现场，不断完善检测流程、

规范筛查采样要求、强化人员防护

培训、配备防护消毒物资、合理制

订采样计划，率先在全市完成了企

业复工人员批量核酸检测。积极落

实国家和省市对高中风险地区、境

外包机和快捷通道等各类人员的集

中医学观察及解除隔离后的健康管

理等管控措施，推进并指导各类机

构、企业做好带疫解封下的常态化

防控，确保全区疫情防控精准、有

效。

（组织部）

Yang  Jianbo,  director  of  WND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has  long  worked  at  

the  front  line  of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He  was  awarded  

Advanced  Worker  of  Xinwu  District,  

Most  Beautiful  Medical  Worker  of  

Wuxi,  Top  10  Outstanding  

Physicians  of  Xinwu  District  and  

May  1st  Labor  Medal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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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哉新安：悠悠太湖畔  浓浓故乡情
Vast  Taihu  Lake,  strong  sentiment  of  home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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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沉稳，

是老人桥的古朴与勤劳。

我是辽阔，

是月城里的善良和勇敢。

我是呼吸，

是风吹头的湿润与清新。

我是心跳，

是创业园的脉动和激情。

我是月牙湖的野凫，

直面软件园的海啸。

我是菱湖道的蒹葭，

沐浴科技园的春潮。

我是净慧寺永不干涸的古井，

喷涌着千年变革的热忱。

我是低甸下晾干的渔网，

打起新时代豪迈的新曲。

我是溪河的涓涓细流，

跑步前进。

我是沙潡港的曙光，

照亮二十三平方公里热土！

我是新的思想、新的秩序

新的蓝图；

是安适的环境、安稳的心态

安逸的生活。

我是新安——千百年来

生生不息的希望！

（新安街道）

The  Meili  site  is  located  on  the  terraces  on  both  

sides  of  the  Bodu  River  to  the  east  of  Taibo  

Temple  in  Meicun  Sub-district,  covering  an  area  

of  more  than  60,000  square  meters.

我是湖边缠满苔衣的青螺，

欣赏着水草的柔美与婀娜。

我是芦苇荡里盘旋的白鹭，

深恋着休整的渔船和出航的舵。

我是归帆，

是满载着太湖三白的喜悦。

我是丰收，

是囤积着鱼米之乡的笑脸。

我是白龙桥下的汽笛，

伴随着南来北往的货物。

我是周泾巷的轰鸣，

迎送着熟悉与不熟悉的面孔。

我是西宅高耸入云的银杏，

俯瞰下塘万亩肥沃的农田。

我是石桥头名贵的罗汉松，

见证古镇百年的沧桑巨变。

我是鸭船浜的蓑翁，

一钩钓起无尽的快乐。

我是薛家渡的艄公，

一橹摇出明天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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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4日，新吴区首届乡村文化旅游节拉开帷

幕，千余名市民群众参加了以鸿山农果特产青团、

葡萄、草莓等特产为原色的5公里彩“鸿”跑，此外

鸿山稻草人艺术节、田园运动会、美好田园市集等

一系列活动让市民们充分感受到了鸿山乡村文化旅

游特色的魅力，鸿山的乡村风情还吸引了不少外籍

友人前来体验。各色稻草人们吸引了众多游人流连

“稻”梦奇缘驻足拍照，以鸡公车运粮、扁担挑起

来、玉米棒接力、背对背运粮组成的田园运动区更

是调动了很多家庭体验传统劳作的活动热情。

（鸿山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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