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瓷吊釜沥水器组合出土于鸿山越国贵族墓，为仿青铜器的青瓷器，

也是国内首次发现的战国贵族用器。根据出土情况推测，吊釜和沥水器是用

来烫碗和酒杯的卫生器皿。吊釜口内的一对绹索耳，可用绳索吊起来烧水，

而两耳外的半圆形的立耳可挡住上窜的火焰而不至烧断吊釜的绳索；釜内的

水烧开后，底部有孔的中沥水器内可置倒扣的碗，小沥水器内可置倒扣的酒

杯，将沥水器置入釜中烫碗和酒杯，当沥水器提起后，碗和酒杯上的水便自

然沥下，既卫生，又科学。吊釜、沥水器组合极为罕见，既反映了墓主身份

和等级的高贵，又体现了我国古人的生活智慧。

青瓷吊釜沥水器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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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首支零碳风险投资基金落地高新区01

9月6日，由红杉资本与远景

科技集团共同成立的全国首支零碳

风险投资基金——远景红杉碳中和

基金正式落户无锡高新区，市委书

记杜小刚出席签约仪式，并与红杉

全球执行合伙人沈南鹏、远景科技

集团首席执行官张雷共同为红杉低

碳科技产业孵化中心、远景零碳数

字创新中心揭牌。市委常委、常务

副市长朱爱勋，市委常委、高新区

党工委书记、新吴区委书记蒋敏，

高新区管委会主任、新吴区区长崔

荣国，区领导丁洪军、朱晓红出席

仪式。

红杉低碳科技产业孵化中心未

来将紧密围绕减碳、零碳和负碳核心

技术领域，鼓励先进绿色技术试点应

用，发挥孵化中心的金融、科技、人

才聚集效应，打造全国低碳行业应用

示范地和绿色技术策源地，引领碳中

和技术和产业新生态。

远景零碳数字创新中心通过

方舟“双碳双控”管理平台的建设

和运营，提供碳看板、碳地图、碳

足迹、碳管理、碳中和等模块，实

现政府所辖区域内能耗、碳耗全流

程实时统计、精准掌控和及时预

警，同时帮助高新区内企业从实时

盘查全价值链碳排放数据，到打通

各项数据申报，到持续跟踪企业能

耗及节能项目，再到直接采购绿

电，打通碳交易市场，实现闭环。

蒋敏在致辞中表示，此次红

杉资本、远景科技聚焦无锡零碳科

技产业园，合作设立远景红杉碳中

和基金、无锡红杉低碳科技产业孵

化中心、远景零碳数字创新中心、

“双碳大脑”方舟碳管理平台这

“一基金、两中心、一平台”，必

将有利于优化低碳产业创新生态

圈，推动先进绿色技术试点应用，

构建企业、园区、政府碳排放数字

管理体系。

崔荣国在主持中指出，通过

此次签约，高新区初步构建起“一

基金、两中心、一平台”的低碳科

技生态，赋能创新创业，助力产业

集聚，为全市绿色发展开辟新路

径、做出新贡献。

现场还进行了远景红杉碳中

和基金合作签约仪式、“双碳大

脑”方舟碳管理平台落户无锡高新

区合作签约仪式、“双碳大脑”方

舟碳管理平台首批合作项目签约仪

式。

（太科园管理办公室）

On  September  6,  the  Envision-

Sequoia  Carbon-Neutrality  Fund,  

China's  first  zero-carbon  venture  

capital  fund  jointly  established  by  

Sequoia  Capital  and  Envision  Group,  

was  officially  established  in  WND.

要　闻 NEWS

 China's  first  zero-carbon  venture  capital  fund  

lands  in  WND Du  Xiaogang  surveys  WND:  build  a  pilot  area  spearheading  

Wuxi’s  modernization

02 杜小刚调研高新区：
争当无锡现代化建设走在前列先导引领区

9月7日，市委书记杜小刚来到

高新区，实地调研经济社会发展情

况，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朱爱

勋、市委常委、高新区党工委书

记、新吴区委书记蒋敏，高新区管

委会主任、新吴区区长崔荣国，区

领导余银龙、焦夕莲、洪延炜等参

加调研或座谈会。

在威孚高科技集团，杜小刚详

细了解企业发展历程，走进氢能燃

料电池测试中心，考察氢能项目推

进情况，勉励企业坚持新兴业务、

传统业务“双擎驱动”战略，加快

智能化转型步伐，早日成为汽车核

心零部件工业顶级“专家”。

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

金医院无锡分院，杜小刚深入了解

医院门诊量、人员配备等情况，并

与上海瑞金医院院长宁光院士视频

连线。杜小刚希望充分发挥上海优

质医疗资源优势，加强人才引培和

学科建设，携手打造在长三角地区

有一定影响力的优质医疗品牌。

杜小刚走进新安街道净湖社区

幸福餐厅、党建教育基地、红色直

播间等处，了解社区各项工作开展

情况，并与正在开展公益活动的居

民交流攀谈。他叮嘱社区要坚持党

建引领，充分发挥网格作用，积极

引导居民和社会力量参与，打造市

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新吴样本。

座谈会上，杜小刚认真听取高

新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的汇报，充

分肯定近年来高新区各项事业发展

取得的明显成效。杜小刚指出，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高新区上下要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

系列重要讲话指示精神，认真贯彻

落实省、市委全会精神，努力在产

业发展、产城融合、改革开放、城

市治理等方面取得新突破，交出高

质量发展过硬答卷。

杜小刚对高新区推进高质量发

展、率先实现现代化提出具体要

求。一是发展坐标要有新突破，二

是产业升级要有新突破，三是产城

融合要有新突破，四是开放水平要

有新突破。五是深化改革要有新突

破，六是城市治理要有新突破。调

研期间，杜小刚一行还先后见证了

无锡高新区与威孚高科氢能项目战

略合作启动、晨壹无锡成长基金合

作协议的签署。

（高美梅、惠晓婧）

On  September  7,  Du  Xiaogang,  

secretary  of  the  CPC  Wuxi  Municipal  

Committee,  surveyed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W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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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建军专题调研高新区产业发展和开放型经济04

9月10日，代市长赵建军来高

新区专题调研产业发展和开放型经

济。市委常委、高新区党工委书

记、新吴区委书记蒋敏，副市长周

常青，市政府秘书长张立军，高新

区管委会主任、新吴区区长崔荣

国，洪延炜等区政府全体领导参加

调研或座谈会。

先导智能是全球领先的智能制

造整体解决方案服务商。赵建军与

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对企业主导

建设半导体装备产业园给予高度评

价，勉励企业保持定力、持续发

力，加快攻克“卡脖子”技术，推

动产业链不断优化升级。

来到华虹无锡基地，赵建军参

观智能化生产车间，对华虹半导体

的科技创新成果充分肯定，希望企

业抓住机遇、深耕主业、增资扩

产，抢占新一轮发展战略制高点。

赵建军参观了综保区展厅，要

求加快区域布局，推动区港联动，

全力推进跨境电商综试区建设，助

推全市开放型经济提质增效。

联东U谷项目致力打造集高端

制造、研发中试、生产性服务、运

营服务平台于一体的智能制造研创

园。赵建军详细了解园区未来发展

规划，叮嘱要严把项目准入关，大

力引进产业链长、附加值高的优质

项目，实现土地集约高效利用。

在随后召开的专题座谈会上，

赵建军认真听取高新区相关工作情

况介绍，充分肯定取得的成绩。他

说，高新区近年来的发展成效，体

现了历史与现代交汇、乡土与国际

交融、规模与质量同步、眼光与行

动先行、形式与内容统一，工作见

势早、行动快，出拳准、抓得实，

要在当前良好的势头上进一步勇立

潮头、勇当标杆，切实担当起现代

化建设走在前列的使命责任。一要

进一步巩固区域领跑“身位”。二

要进一步提高创新发展“地位”。

三要进一步抬升对外开放“段

位”。调研期间，赵建军一行还见

证了捷普电子风能核心组件及新型

储能电池产业项目、佳利达长三角

电子元器件国际分拨中心项目的签

约。

（周晓方、徐啸雨）

On  September  10,  Zhao  Jianjun,  

acting  mayor  of  Wuxi,  conducted  a  

special  survey  o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open  economy  of  

WND.  Zhao  listened  carefully  to  the  

introduction  of  relevant  work  and  fully  

affirmed  WND’s  achievements.

要　闻 NEWS

Zhao  Jianjun  surveys  WND’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open  economy  

Bosch  China's  first  carbon  neutrality  consulting  project  

settles  in  WND

03 博世中国首个碳中和咨询项目落户高新区 

9月8日，无锡高新区、博世中

国、威孚高科三方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博世中国首个碳中和咨询项目

成功落地。市委书记杜小刚会见博

世（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总裁陈玉东一行，并出席签约仪

式。市委常委、高新区党工委书

记、新吴区委书记蒋敏，区领导洪

延炜、华艳红参加会见和签约仪

式。

杜小刚表示，此次博世集团把

在中国的首个碳中和咨询项目落户

无锡，将更好助力我们实现“双

碳”目标，“只有每一个微观个体

实现碳中和，无锡大市才能实现零

碳”。希望双方进一步深化联系、

扩大合作，将更多优质项目布局无

锡、更多优质资源集聚无锡，推动

双方合作结出更为丰硕的成果。无

锡将始终秉持开放合作的理念，全

力支持博世在锡发展，积极打造外

商投资最满意城市。

陈玉东介绍了博世中国业务发

展和布局情况。他说，实现碳中

和，长期发展战略和系统化、分阶

段的实施规划均缺一不可。博世集

团坚定不移践行碳中和“双元战

略”，不仅在业务所在地积极践行

并实现碳中和目标，还将积极把积

累的知识与经验分享给本土企业。

希望以此次战略合作为契机，更好

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绿色经济发

展以及“3060目标”的实现，贡献

博世的智慧和力量。

博世集团去年已在400多个业

务所在地实现研发和生产制造端的

碳中和，是全球首家实现碳中和的

大型工业企业。此次博世把在中国

的首个碳中和咨询项目落户无锡高

新区，将充分整合和发挥碳中和领

域的成功经验，携手威孚集团共建

省市级低碳示范企业、争做碳中和

先锋企业，助力无锡高新区打造长

三角乃至全国知名的零碳技术集聚

区、产业示范区。

（高美梅）

On  September  8,  WND,  Bosch  China,  

and  Wuxi  Weifu  signed  a  strategic  

cooperation  agreement,  establishing  

Bosch  China’s  first  carbon  neutrality  

consulting  project  in  W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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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无锡大数据有限公司落户高新区

9月22日，无锡大数据有限公

司签约仪式举行，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徐一平，市委常委、高新区党工

委书记、新吴区委书记蒋敏，高新

区管委会主任、新吴区区长崔荣

国，区领导朱晓红，中国航天科工

集团第一研究院副院长史红卫出席

活动。

签约前，举行了无锡大数据有

限公司项目汇报交流座谈会。徐一

平对无锡大数据有限公司落户高新

区表示祝贺，他希望无锡大数据有

限公司尽快落实业务发展规划，高

标准高质量完成项目建设，争取在

高新区做成典范，我们也将全力以

赴推动企业在锡发展。

蒋敏表示，无锡市是物联网产

业的策源地，高新区则是无锡市物

联网产业的重要板块，此次大数据

公司签约落户，对高新区物联网、

大数据等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希望通过三方强强联手，共同发展

我市大数据产业生态。高新区也将

做好服务工作，积极主动推进大数

据公司各项业务发展。

史红卫表示，自2019年《无锡

市人民政府与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

限公司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成功签

订后，双方在激光及气象装备等高

端产业、智慧产业及人才交流等多

领域开展了全面合作，这些都为大

数据公司的顺利落地奠定了坚实基

础。我们将以此次签约为契机，依

托各方的协同助力，努力推动无锡

大数据产业创新发展。

无锡大数据有限公司由无锡物

联网创新促进中心与中国航天科工

集团下属江苏航天大为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共同成立，注册资本5000万

元，一期总投资1亿元。大数据公司

定位为“无锡市大数据资产运营

商”“无锡市大数据产业生态圈服

务商”和“无锡新型智慧城市投资

建设运营服务商”，致力于以场景

驱动来引导公共数据资源的社会化

开发与利用。公司提供解决方案、

系统管理、应用开发、数据融合、

安全机制等专业化综合服务。

（软发公司）

On  September  22,  an  agreement-

signing  ceremony  was  held  for  Wuxi  

Big  Data  Co.,  Ltd.  The  newly  

established  company  has  a  registered  

capital  of  50  million  yuan  invested  by  

Wuxi  Internet  of  Things  Innovation  

Promotion  Center.  The  total  

investment  for  Phase  I  is  100  million  

yuan.

China's  first  safety  and  health  protection  product  verification  and  

traceability  public  service  platform  launched  in  WND

06 中国首个安全健康防护产品质量验证追溯
公共服务平台在高新区启动

9月23日，中国安全健康防护

产品质量验证追溯公共服务平台启

动仪式在高新区举行，原国务院参

事、原国家质检总局副局长葛志

荣，原国务院参事、国务院应急管

理专家组组长闪淳昌，中国国际经

济技术合作促进会第五届理事长杨

春光，中国纺织品商业协会会长李

建华，市委常委、高新区党工委书

记、新吴区委书记蒋敏，高新区管

委会主任、新吴区区长崔荣国，区

领导顾国栋、朱晓红等出席活动。

中国安全健康防护产品质量验

证追溯公共服务平台由中国纺织品

商业协会授权江苏国健物码科技有

限公司开发建设。平台由追溯、监

管、数据展示中心等系统组成，通

过一物一码，实现对产品的原料、

生产、仓储、物流运输、市场监督

及销售等环节数据的采集跟踪。截

止2021年8月，平台已与行业内30余

家企业深度合作，发放溯源防伪二

维码标签300万个，覆盖防护服、安

全鞋等7大类300余个产品。

杨春光表示，中国安全健康防

护产品质量验证追溯公共服务平台是

中国个人安全健康防护用品行业首个

国家级质量追踪溯源平台，是全国领

先的将商品质量追溯与“互联网+”

融合的服务平台，这不仅是促进产品

品质提升的重要举措，更是为市场监

管部门加强市场监管监督提供了重要

工具和全方位的数据库支撑，对个人

安全健康防护用品行业是一个重大的

突破与发展契机，必将推动整个行业

的转型升级。

李建华表示，中国纺织品商业

协会授权搭建中国安全健康防护产

品质量验证追溯公共服务平台，全

面启动个体防护装备产品质量追踪

溯源工作，经过5个月的试运行，平

台工作已取得阶段性进展。未来协

会将与平台一起，大力推进个体防

护产品的追踪溯源进程，更好保障

劳动者的生命安全健康。

蒋敏表示，中国安全健康防护

产品质量验证追溯公共服务平台的正

式启动，将全面开启安全健康防护用

品行业质量追踪溯源新时代，必将在

健康防护领域有力保护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同时，也将对高新区全力

培育各类质量标杆企业、打造高质量

发展“集团军”、唱响“新吴质量”

品牌具有重要带动意义。

（科创中心）

On S eptember 2 3, a  l aunch c eremony w as  

held  for  China's  first  safety  and  health  

protection  product  verification  and  

traceability p ublic s ervice p latform i n W ND.

Wuxi  Big  Data  Co.,  Ltd.  settles  in  W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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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ND’s  political  and  legal  teams'  education  and  rectification  

summary  meeting  held

07 高新区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总结大会召开

9月1日，我区召开全区政法队

伍教育整顿总结大会，市委常委、

高新区党工委书记、新吴区委书

记、区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领导小组

组长蒋敏讲话，高新区党工委委

员、新吴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章

晓明主持。区领导罗功新、韩杨、

钱怡，区法院院长叶志浩、区检察

院检察长丁宏伟参加会议。

蒋敏全面回顾总结我区政法队

伍教育整顿情况，蒋敏指出，政法

队伍教育整顿“收尾”不代表“收

场”。要坚决摒弃“过关”“歇

脚”的思想，树立抓好整改是尽

职、不抓整改是失职、整改不力是

渎职的理念，着力做好教育整顿

“后半篇文章”。一要深入开展教

育整顿“回头看”。二要主动打响

存量问题“清仓战”。要对照上级

反馈意见指出的问题，全面梳理在

群众反映、案件评查、顽瘴痼疾整

治等方面存在的遗留问题，逐一研

究、专项整治、防止反弹，切实将

问题改全面、改深入、改彻底。三

要突出重点建章立制“求长效”。

要坚持“当下治”与“长久立”相

结合，聚焦执法司法、正风肃纪、

能力素质等关键环节，用制度思维

和制度方式堵塞漏洞、补齐短板，

进一步筑牢“制度防线”。

蒋敏强调，政法各单位要以教

育整顿为契机，准确把握“四化”

方向，始终瞄准“五个过硬”要

求，切实把教育整顿成果转化为队

伍建设成效，着力锻造一支党和人

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政法

铁军。一要强化政治建设，确保政

治过硬。二要提升能力素质，确保

业务过硬。三要主动担当作为，确

保责任过硬。四要推进正风肃纪，

确保纪律过硬。五要站稳群众立

场，确保作风过硬。

章晓明要求，全区政法系统要

认真学习领会总结大会精神，进一步

提高政治站位，坚决把稳政法事业正

确方向，稳步推进整顿成果长效常

治，确保我区教育整顿工作走在前、

当表率、见实效。会议通报表扬了全

区“10佳优秀政法干警”。

（政法委）

On  September  1,  WND  held  the  

political  and  legal  teams'  education  

and  rectification  summary  meeting.  

Jiang  Min,  member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CPC  Wuxi  

Municipal  Committee,  summarized  the  

education  and  rectification  of  the  

politic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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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8日，市委常委、高新区党

工委书记、新吴区委书记蒋敏走访

慰问教师代表并出席新吴区庆祝第

37个教师节暨“教育高质量发展”

推进大会。新吴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明烈，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新

吴区政协主席吴胜荣，区领导韩

杨、孙磊参加慰问并出席大会。

蒋敏、张明烈分别带队走访了

梅村实验小学、中海幼儿园、新吴

实验中学、观湖幼儿园，向全区广

大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问候和诚

挚的祝福。

会上，蒋敏与新吴区教育高质

量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

国家督学、江苏省教育学会会长、

教育部基础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

员、江苏省教育厅原副厅长朱卫国

共同启动区域教学改革重大实验项

目——至新理念下区域课程教学变

革的新吴实践。该项目根据新吴教

育“十四五”发展规划，紧紧围绕

“教育质量更高、协调发展更深、

发展动力更强、人民满意更实”的

奋斗目标，坚持“教育至新、新益

求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教

育理念，以课程规划设计与实施推

动课程教学方式的变革，通过自上

而下的课程指导和由下而上的课程

建设，有序推进全区学校课程建设

的高质量发展，并以集群化办学为

路径规划学校课程实施方案，促进

国家课程校本化实施，提高区域课

程教学实施水平。

会上，张明烈为教书育人·模

范人物、尊师重教先进单位和区域教

育协同发展贡献人物代表颁奖。吴胜

荣为“新吴名师”系列——新吴名校

长、新吴名教师、新吴名学科和新吴

示范名师工作室代表颁奖。

韩杨为“新吴优师”系列——

优秀教育工作者、优秀班主任、优

秀年级组、“青蓝工程”好师徒和

“四有”好教师团队代表颁奖。孙

磊致辞。部分获奖代表作了交流发

言。会上还发布了新吴区教育发展

“十四五”规划。预计目标到“十

四五”末，学前教育能够基本实现

每万人配置1所幼儿园，义务教育

公办小学由目前每所服务3.39万人

优化至每所服务2.56万人，公办中

学由目前每所服务7.9万人优化至

每所服务4.76万人。

（教育局）

On  September  8,  Jiang  Min,  member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CPC  Wuxi  Municipal  Committee,  

visited  and  conveyed  greetings  to  

teacher  representatives  and  attended  

the  37th  Teacher's  Day  and  the  

" H i g h - q u a l i t y   E d u c a t i o n  

Development"  Promotion  Conference  

in  Xinwu  District.

全区召开庆祝第37个教师节
暨“教育高质量发展”推进大会
WND  celebrates  37th  Teacher’s  Day  and  "High-quality  Education  

Development"  Promotion  Con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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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9日，市委常委、高新区党

工委书记、新吴区委书记蒋敏赴新

安街道参与文明城市创建志愿服务

活动。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新吴

区政协主席吴胜荣一起参与了志愿

服务。

今年，新安街道投入了400多

万元对新安街道老贸易市场进行改

造，改造后的老贸易市场焕然一

新。蒋敏等志愿者一路沿着老街走

进店铺，与店主、居民亲切攀谈。

“店铺生意怎么样啊？”“老贸易

市场改造后日常经营有没有便利

些？”得到店主、居民肯定的答

复，蒋敏表示很高兴。她说，文明

城市创建的最终目的，是让城市更

美好，让人民更幸福。我们所有的

工作要以解决群众身边的烦心事、

操心事为出发点，切实办好办实各

项为民实事。

在一家老店铺前，蒋敏感叹店

铺的铺陈唤起了从前的回忆。“这

些老店铺是本地发展的缩影和见

证，很有韵味。我们在改造的过程

中，也要多考虑本土回忆的保

留。”

走到一家水产店门口，蒋敏一

边向店主发放宣传单页，一边叮嘱

要文明、诚信、安全经营，并送上

文明新吴宣传品。

完成志愿服务后，蒋敏表示，

志愿者是文明城市创建的重要力

量。要始终保持创在平时、建在平

时的状态，切实发挥志愿力量，助

力打好文明城市创建这场硬仗。要

争做表率、带头参与。要广泛动

员、浓厚氛围。要对标对表、补齐

短板。参与志愿服务的过程，也是

查不足、补短板的过程。要从细节

发力、精准对标，真正发现群众关

心的问题，切实解决群众关切的需

求，集中力量将各项工作落到实

处。

（宣传部（文明办）、新安街道）

On  September  9,  Jiang  Min  

participated  in  Xin'an  Sub-district’s  

volunteer  service  program  for  civilized  

city  building.  Wu  Shengrong,  deputy  

secretary  of  the  WND  Party  Working  

Committee,  also  participated  in  the  

activity.  Jiang  Min  said  that  volunteers  

are  an  important  force  in  the  building  

of  a  civilized  city  and  it  is  necessary  

to  integrate  civilized  city  building  

efforts  in  daily  life  and  give  full  play  to  

volunteers  in  the  process.

Jiang  Min  participates  in  Xin'an  Sub-district’s  voluntary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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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3日，市委常委、高新区

党工委书记、新吴区委书记蒋敏，

以“四不两直”的方式，深入城中

村、背街小巷等创建点位，实地督

查文明城市建设工作成效，区领导

刘霞、罗功新参加督查。蒋敏一行

首先来到旺庄街道城中村青石桥片

区。现场，街道城管等执法力量正

在集中拆除违章搭建。蒋敏一行一

路查看，发现村内道路有破损，地

面有污水，居民屋前屋后杂物乱堆

乱放，非机动车停放混乱。蒋敏指

出，城中村环境综合整治，是关系

到百姓生活品质的关键，街道和各

部门要集中力量，聚焦飞线、停

车、路面、饲养活禽等重点难点问

题，加强整治力度，切实改善居民

群众居住环境。

在红旗商业街，蒋敏一行看到街

边店面门前道路焕然一新，机动车划线

整齐规范，但也发现了非机动车停放区

域未划线等问题。沿着小巷一路前行，

蒋敏一行详细检查，发现巷内仍存在环

境卫生不佳、垃圾堆放和停车不规范等

问题。“越是基础、细微之处，越能体

现城市管理水平和文明程度。”蒋敏要

求街道和相关部门要从小处着手，从细

微处做起，进一步加强背街小巷管理，

全方位全领域改善城市环境面貌，提高

服务管理水平。

梅里农贸市场及周边路面干净

平整，机动车、非机动车停放比较

规范，与之前相比，有非常大的改

善。蒋敏一行深入到店铺后巷，发

现后厨卫生环境不整洁、地面有积

水、停车不够规范等问题。蒋敏强

调，要动员商户参与到文明城市创

建中来，主动做好规范停车、有序

经营和市场保洁，同时相关单位要

切实采取措施，落实好长效管理。

督查中，蒋敏强调，文明城市

创建要坚持创建利民、创建为民、

创建靠民、创建惠民的原则，对照

深化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标准，举一

反三，精准创建，提升城市品质、

改善社会民生。

要坚持惠民导向。在城中村环

境综合整治中，要换位思考，设身

处地以老百姓最迫切、最期盼、最

揪心的需求为出发点和切入点，加

强公共设施维护，解决环境脏乱差

等问题，为居民百姓营造干净、有

序、文明的宜居环境。要坚持做实

做细。以绣花功夫全面提升背街小

巷等区域的整体创建水平，加强环

境卫生管理，规范机动车和非机动

车停放管理，加快整治网络飞线及

飞线充电现象，消除安全隐患。要

坚持动态管理。积极鼓励全民参与

文明城市建设，引导广大商户自觉

履行“门前三包”责任，要加强对

店面周边包括后巷环境卫生等方面

的动态管理，切实提高整个区域的

环境卫生秩序。

（（宣传部（文明办））

On  September  13,  Jiang  Min,  also  

secretary  of  the  WND  Party  Working  

Committee  and  secretary  of  the  CPC  

Xinwu  District  Committee,  supervised  

the c ivilized c ity b uilding w ork o f s hanty  

towns  and  side  streets  and  lanes  in  a  

“Four-no a nd T wo-direct” m anner.  

蒋敏“四不两直”夜查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Jiang  Min  checks  civilized  city  building  at  n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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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ND  holds  leading  group  meeting  on  crackdown  on  gang  crimes
11 全区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会议召开

9月18日，我区召开全区扫黑

除恶斗争领导小组会议，市委常

委、高新区党工委书记、新吴区委

书记蒋敏出席会议并讲话，区领导

刘霞、罗功新、韩杨、钱怡参加会

议，区领导章晓明主持会议。

蒋敏指出，自2018年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开展以来，我区深挖彻查

“保护伞”，敢打真打“黑势

力”，扫黑除恶工作取得明显成

效。当前，三年的专项斗争已经结

束，扫黑除恶斗争转入常态化，要

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强烈的政治担

当，准确把握形势，推动深入开

展。

蒋敏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

准确把握扫黑除恶斗争新形势。一

要提高思想认识。二要压实政治责

任。三要加强组织领导。

蒋敏强调，要突出工作重点，

研究解决扫黑除恶斗争新问题。一

要深挖黑恶线索，依法办案解难

题。要广拓线索举报渠道，用足用

好法律武器，严格依法办案。二要

加强联动配合，凝聚合力强落实。

要结合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回头

看”工作，彻查黑恶势力“保护

伞”，行业监管部门要建立健全市

场准入、规范管理等制度，推动形

成行业治理联动工作格局。三要坚

持源头治理，行业清源正风气，要

健全完善执行好扫黑除恶长效机

制。

蒋敏强调，要践行宗旨意识，

推动扫黑除恶斗争取得新成效。一

要坚持群众路线。坚持从群众不满

意的问题改起，深入结合群众需求

和基层实际。二要营造浓厚氛围。

要创新宣传方式，提升宣传内涵，

三要坚持标本兼治。要认真总结专

项斗争期间的好经验好做法，提高

源头防范打击黑恶犯罪的能力水

平。

章晓明要求，各成员单位、各

街道要认真学习领会会议精神，统

一思想认识，强化政治担当，聚焦

工作重点，结合工作实际深入贯彻

落实，加快完善常态化扫黑除恶政

策、组织、工作体系，推动常态化

开展扫黑除恶斗争各项措施落到实

处，着力把扫黑除恶斗争推向纵

深，切实提高群众安全感和满意

度。

（政法委）

On  September  18,  WND  held  a  

meeting  of  the  leading  group  of  the  

crackdown  on  gang  crimes.  The  

d is t r ic t   conducted  in-depth  

investigation  and  rectification  of  gang  

crimes  and  "protection  umbrellas"  

that  shelter  gang  crimes,  and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in  the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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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3日，新吴区召开人大换

届选举工作会议，对区人大换届选

举工作作动员部署。市委常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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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会主任张明烈主持会议，新吴区

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余银龙作具体

工作部署，区领导刘霞、韩杨、张

文荣出席会议。

蒋敏指出，这次人大换届选

举，是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相

交汇、“两个五年规划”相交接、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启新征程的关键

节点进行的，事关全局、影响深远。

全区各级党组织要提高政治站位，深

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换届工作的

重要指示精神，充分认识做好这次换

届选举工作的重要意义，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中央和省市委部署要求上来，切实

增强做好换届选举工作的责任感和

紧迫感。

蒋敏指出，人大换届选举是一

项政治性、法律性、政策性很强的

工作。全区各级党组织要认真贯彻

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全面落实人

大换届选举工作的总体要求，严格

规范、依法有序，把握关键、细化

举措，切实把中央和省市委关于换

届选举工作的新要求新任务落到实

处。一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二要

严把代表人选标准，三要选优配强

领导班子，四要严明换届纪律规

矩。

蒋敏要求，全区各街道各部门

要加强组织领导，明确工作责任，

稳妥有序推进。各级党委要高度重

视，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周

密部署安排、精心组织实施，确保

换届选举圆满完成。各级人大要认

真履行法定职责，加强对本地区人

大换届选举工作的具体指导。各相

关部门要按照区委统一部署，各司

其职、各负其责，做到统筹兼顾、

有序推进。

余银龙对换届选举工作作具体

部署。他说，做好全区人大换届选

举工作事关全局、责任重大。落实

中央和省市区委部署要求，扎实做

好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要增强政治

定力，坚决扛起换届责任；紧扣重

点任务，有序推进换届工作；充分

发扬民主，保障各项民主权利；开

好代表大会，推动人大组织建设；

加强组织领导，确保换届顺利圆

满，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推进区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人大机关）

On  September  23,  Xinwu  District  held  

a  work  meeting  to  prepare  for  the  

general  election  of  the  District  

People's  Congress.  Jiang  Min  

attended  the  meeting  and  made  a  

speech.

新吴区召开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会议
Xinwu  holds  meeting  for  general  election  of  District  People's  Con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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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ND  holds  public  memorial  ceremony  on  Martyrs'  Day
13 高新区举行烈士纪念日公祭活动

9月30日，区四套班子领导同

各界代表一起，在锡东革命烈士陵

园向烈士敬献花篮。市委常委、市

政府党组副书记、高新区党工委书

记、新吴区委书记蒋敏，高新区管

委会主任、新吴区区长崔荣国，新

吴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张明烈，新吴

区政协主席吴胜荣，新吴区政协党

组书记焦夕莲等出席仪式，缅怀先

烈、致敬英雄。

仪式正式开始，8名礼兵迈着

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

碑两侧持枪伫立。《义勇军进行

曲》旋律响起，全场高唱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体人员

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

烈士默哀。

随后，手持鲜花的少先队员献

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

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伴随着《献花曲》深情的旋

律，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烈士

纪念碑，摆放在纪念碑前。纪念碑

上，叶飞将军题写的“革命烈士永

垂不朽”八个大字熠熠生辉。蒋敏

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崔荣

国主持仪式，依次环绕陵园一周瞻

仰烈士纪念碑并敬献鲜花。

锡东革命烈士陵园安息着

410名各个历史时期在锡东地区牺牲

的烈士英魂（含48名无名烈士），

年龄最小的烈士牺牲时年仅16岁。

革命英雄用鲜血诠释了什么是忠诚

和信仰，用生命构筑起中华民族不

屈的脊梁。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

出，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

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

锋。饮水思源，初心如磐。接过先

烈们一代代传递过来的“接力

棒”，我们一定要铭记烈士们的遗

愿，从英烈精神中汲取伟大力量，

在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

民幸福而奋斗的复兴之路上，不畏

风雨、不屈不挠、砥砺前行。

（退役军人局）

On  September  30,  leaders  of  the  

district  Party  committee,  the  

government,  the  People’s  Congress  

and  the  CPPCC  committee,  and  

representatives  from  all  walks  of  life  

presented  flowers  to  deceased  heroes  

at  the  Xidong  Revolutio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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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1日，高新区管委会主

任、新吴区区长崔荣国主持召开全

区国家文明城市、卫生城市创建复

审推进会，传达贯彻市相关部署要

求，带队明察暗访，对我区创建复

审工作再动员、再部署、再推进。

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新吴区政协

主席吴胜荣，区领导刘霞、周君

荣、孙磊参加检查和会议。

会前，崔荣国带队实地检查了

旺庄街道春潮农贸市场、梅村街道

梅里古镇周围五小行业和梅荆花苑

一社区等重点点位，并以“四不两

直”的方式暗访了新安街道新安花

苑第五社区。

崔荣国指出，创建复审已经到

了关键时刻，要按照区委常委会的

统一部署要求，坚持“要么不做，

要做就做最好”的导向，秉承“创

建为民、创建靠民、创建惠民”的

理念，拿出“今天再晚也是早，明

天再早也是晚”的劲头，高质量完

成国家文明城市、卫生城市创建复

审各项工作。

就做好创建复审工作，崔荣国

强调三点要求：一要思想更重视，

认识要再提高，氛围要再浓厚，目

标要再明确。二要方法更有效。要

加强问题整改，强化任务梳理，完

善长效机制。三要责任更压实。要

明确责任。按照责任清单把各项工

作落实落细，对执行不力的要进行

追责问责，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

土尽责、守土负责。要形成合力。

文明城市和卫生城市创建要联动推

进，相关单位要协同配合、各司其

职，切实形成强大的创建合力。要

加强督导。进行常态化督导检查，

形成问题整改闭环管理，督导结果

要在年度考核中有所体现，倒逼各

级落实责任，确保各项工作全面过

硬。

会上，参会人员集中观看了近

期暗访情况视频，分管领导就相关

工作做了具体安排，各街道、相关

部门进行了发言。

（党政办、宣传部（文明

办）、民政卫健局）

On  September  11,  Cui  Rongguo,  

director  of  the  WND  Administrative  

Committee,  presided  over  a  meeting  

to  review  the  district’s  efforts  in  

building  Wuxi  into  a  national  civilized  

city  and  sanitary  city,  communicated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municipal  

government,  and  led  teams  to  

conduct  investigations  publicly  and  

secretly.

崔荣国明查暗访国家文明城市、卫生城市创建复审工作
Cui  Rongguo  surveys  efforts  in  national  civilized  city  and  sanitary  

city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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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i  Rongguo  surveys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work  at  night
15 崔荣国带队夜查疫情防控工作

9月15日，高新区管委会主

任、新吴区区长崔荣国以 “四不两

直”的方式，检查居家隔离人员管

控措施落实情况，进一步落实落细

防控举措，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区

领导孙磊参加检查。

崔荣国一行来到江溪街道春城

家园，仔细查看重点地区来锡返锡

人员排查登记情况，详细询问社区

居家隔离人员管控措施落实情况。

在工作人员的引领下，崔荣国来到

1户居家隔离家庭的门口，通过现场

视频连线的方式与居家隔离人员交

谈。“几号回来的?”“隔离的日常

起居还方便吗？”了解到隔离家庭

8月25日从广州入境，在广州集中隔

离14天后，9月9日至无锡进行居家

隔离观察，崔荣国对居家隔离人员

的理解、配合、支持表示感谢，并

要求社区工作人员在关心好隔离人

员生活的同时，还要及时了解居家

隔离人员的身体状况和心理状态，

提供心理疏导等暖心、细心、人性

化的服务，让隔离人员安心、放心

隔离。

崔荣国强调，要提高思想认

识，落实防控措施。清醒认识当前

疫情防控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

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严

格落实中央和省市最新部署要求，

精准排查风险地区来锡返锡人员，

落实“四方责任”，真正做到不漏

一处、不漏一人。

要加强管控力度，构筑防护屏

障。加大督查督导力度，严格按照

居家隔离管控程序，抓实抓细每个

环节。完善台账登记，严密做好社

区干部、网格员、民警、社工、医

护“五包一”制度。在做好体温监

测、医学观察等健康举措的同时，

也要关心隔离人员的生活，用心服

务，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要压实各方责任，巩固防控成

果。精准高效开展工作，集结“大

数据力量”，优化资源配置，科学

防控、精准防控、高效防控，进一

步织密“防护网”，筑牢“防护

墙”，巩固好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

成果。

（疫情防控指挥部）

On  September  15,  Cui  Rongguo  

inspecte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trol  measures  for  home  quarantine  

in  a  “Four-no  and  Two-direct”  

manner  at  n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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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5日，中科院长春光机所

在锡首个产业化项目无锡谱视界科

技有限公司在高新区微纳园开业，

高新区管委会主任、新吴区区长崔

荣国，中国科学院苏州生物医学工

程技术研究所所长唐玉国等出席活

动。

崔荣国在致辞中表示：当前，

无锡高新区正在大力发展以数字经

济为引领、以物联网为龙头的新一

代信息技术产业，高光谱相机及解

决方案融合了数据收集传输、算法

分析，既是高光谱技术的创新应

用，也是物联网产业发展的综合体

现。此次，长春光机所将谱视界项

目落户微纳园，必将进一步助力高

新区物联网产业的强链补链，也必

将能够充分利用高新区独一无二的

物联网产业发展生态，更好地创新

成长、更快地做强做大。

唐玉国在致辞中表示：高光谱

技术作为一门新兴技术，在生物医

学应用上前景光明。作为长春光机

所落户无锡的首个产业化项目，无

锡谱视界充分结合了长光辰谱和双

利合谱的优势，将高光谱技术真正

的自主化、市场化。我们相信在高

新区这片创新热土上，谱视界的未

来一定会越来越好。活动中还进行

了新品发布报告、《高光谱在水资

源监测的应用》报告演讲和机载高

光谱产品展示。

无锡谱视界科技有限公司作为

长春光机所落户无锡的首个产业化

项目，谱视界以双利合谱和长光辰

谱领先的光谱技术实力作为支撑，

是国内唯一一家以光谱滤光片为核

心分光元件，聚焦光谱相机小型

化、轻量化、集成化的高光谱系统

解决方案的光电科技公司，产品服

务涉及千亿市场。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

与物理研究所（简称“长春光机

所”），由中科院长春光机所与中

科院长春物理所于1999年整合而

成，是新中国在光学领域建立的第

一个研究所，主要从事发光学、应

用光学、光学工程、精密机械与仪

器的研发生产。

（党政办、微纳公司）

On  September  15,  Wuxi  Spectrum  

Vision  Technology  Co.,  Ltd.,  the  first  

industrialization  project  of  Changchun  

Institute  of  Optics,  Fine  Mechanics  

and  Physics  (CIOMP)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was  opened  in  

Wuxi  Micro-Nano  Park.  

中科院长春光机所在锡首个产业化项目落户高新区
CIOMP  locates  its  industrialization  project  in  W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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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ying  Securities  Headquarters  settles  in  WND
17 华英证券总部落户高新区

9月29日，华英证券总部基地

及国联证券项目合作签约仪式在高

新区举行。高新区管委会主任、新

吴区区长崔荣国会见国联集团党委

书记、董事局主席许可一行，并出

席签约仪式。区领导丁洪军、朱晓

红、孙磊，国联集团副总裁、国联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姚志勇，

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总裁王世平

出席活动。

崔荣国对许可一行的到来表示

欢迎，并高度肯定了国联集团近年

来与高新区的合作成果。他表示，

高新区将大力支持国联集团的业务

发展，将国联集团的金融优势与高

新区的产业优势结合起来，希望能

够借此次签约契机，进一步深化双

方合作，助推高新区科技金融板块

蓬勃发展。

许可表示，随着华英证券总部

在无锡高新区落地，国联集团将与

无锡高新区深入建立多层次多样化

战略合作，加速无锡本土企业的上

市进程。未来，高新区将与国联证

券、华英证券乃至国联集团深入建

立多层次多样化战略合作，包括但

不限于共同培育上市后备企业、全

方位合作大投行业务、积极发挥

“智库”作用、探讨建立产业基金

等，全面共享资源和信息导入，共

同服务重大项目落地，全力支持经

济发展，通过加强业务合作、拓展

业务领域等，最大程度实现互惠共

赢。现场，国联证券还向新吴区红

十字会捐赠了价值400万元的体检服

务。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一

家国有控股的现代金融服务企业，

是全国第13家A+H上市券商，江苏

省第4家上市券商。作为综合类券

商，国联证券现已形成包括财富管

理、投资银行、资产管理、研究与

机构销售、固定收益、股权衍生品

与私募股权投资业务等在内较为完

善的业务体系。截至2020年末，国

联证券总资产462.20亿元，净资产

105.94亿元。

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11年4月，注册资本8亿元。公司

依托母公司国联证券及其所属国联

集团，扎根无锡，在北京、上海、

深圳、武汉和成都设分公司，在南

京设办事处，员工近450人。华英证

券从成立至2020年末，公司累计完

成股票承销保荐项目34单，债券主

承销（含联主、实质分销）项目

159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项目19

单，累计承销金额1392.37亿元。

（微纳公司）

On  September  29,  an  agreement  

signing  ceremony  was  held  in  WND  to  

mark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Huaying  Securities  Headquarters  Base  

and  Guolian  Secur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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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9日，无锡高新区与至讯

创新举行签约仪式，至讯创新集成

电路项目总部基地落户高新区。高

新区管委会主任、新吴区区长崔荣

国会见中国工程院院士龚惠兴，至

讯创新董事长、国家重点人才工程

A类专家汤强一行，并出席签约仪

式。区领导朱晓红、王丹丹出席活

动。

崔荣国对龚惠兴院士和汤强博

士一行的到访表示欢迎，对至讯创

新项目签约落户表示祝贺。他说，

作为集成电路产业高地，2020年无

锡高新区集成电路产业规模达

989亿元，占全国九分之一，已形

成涵盖集成电路设计、晶圆制造、

封装测试、装备材料全产业链的发

展格局。至讯创新项目立足高端集

成电路芯片研发，可填补国内自主

存储芯片的市场空白，是对高新区

集成电路产业链的强力补充。高新

区将秉承“无难事、悉心办”的服

务理念，为至讯创新的发展壮大保

驾护航。

龚惠兴对无锡高新区近年来的

高速发展高度赞赏，他表示，人才

是企业乃至一个地区持续性发展的

决定性因素，集成电路行业的发展

更加离不开专业人才的支撑。他愿

意为无锡高新区与中科大的人才交

流合作提供助力，一起探索校地合

作，针对企业需求联合培养专业人

才，也希望至讯创新能通过自身的

发展为高新区吸引更多优秀人才。

汤强表示，无锡高新区完善的

集成电路产业生态，以及政府部门

专业、高效、务实的工作作风，是

团队一致决定落户无锡高新区的主

要原因。未来，至讯创新团队将全

力以赴推动企业快速发展，带动上

下游企业共同成长，将企业建设成

为高新区集成电路龙头骨干企业。

至讯创新无锡有限公司由院士

领衔，国内顶尖集成电路专业人才

团队创立，总投资超5亿元。核心

团队拥有全球领先的存储产品设计

能力，在芯片设计、系统软件设

计、封装基板设计、质量把控等方

面均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软发公司）

On  September  29,  WND  and  ИNIM  

held  an  agreement  signing  ceremony,  

and  the  latter  located  its  IC  

Headquarters  Base  in  WND.

至讯创新集成电路总部基地落户高新区
ИNIM  Integrated  Circuit  Headquarters  Base  settles  in  W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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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蜜蜂能源小站揭牌仪式举行

9月9日，国网无锡供电公司与新吴区人民政府举行新吴区电蜜蜂能源小站

揭牌暨百万心供电服务网络启动仪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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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无锡供电公司党委副书记龚冰等为新吴区电蜜蜂

能源小站揭牌。新吴区供电服务中心开展“供电+能效服务”，依托新吴区六

个街道供电业务所成立电蜜蜂能源小站。小站虽小，能量不小，推动能源高效

利用，推广建设“清洁微网”，引领终端绿色消费，构建现代服务生态。未

来，电蜜蜂能源小站将作为能效服务咨询、洽谈的主阵地，全面、主动向电力

用户提供各类能效服务方案，推动生活消费方式转变，全力共创美好家园。活

动中，国网无锡供电公司发布“服务乡村振兴、共建和谐社区”十项便民举

措。

（供电服务中心）

On  September  9,  Wuxi  Electric  Power  Company  of  the  State  Gird  and  

Xinwu  District  People's  Government  held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Xinwu  

District  Future  To  Bee  Energy  Station  and  the  launch  ceremony  of  the  

“Baiwanxin”  power  supply  service  network.

飞凤工厂投产仪式举行

9月28日，唐纳森无锡第二生产基地（飞凤工厂）投产仪式在无锡高新

区举行。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新吴区副区长华艳红，美国唐纳森亚太区副

总裁安道睿出席活动。唐纳森落户无锡高新区20多年来，业务发展蒸蒸日

上，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绩。此次在无锡第二生产基地引入的新型

PowerCore空滤产线拥有唐纳森在全球发动机过滤市场上最先进的技术，该产

品不仅可以减少粉尘排放，也适用于各类高端重型卡车、非道路原厂设备以

及农用机械设备等。新型PowerCore空气滤芯产品能够帮助客户持续提高能

效、降低碳排放量，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供助力。唐纳森无锡

第二生产基地新一代PowerCore空气滤芯生产线顺利投产，将大幅度提升唐纳

森无锡公司产能，更好地满足中国及亚太区市场的高端过滤器需求。

（星洲股份）

On  September  28,  a  ceremony  was  held  to  mark  the  inauguration  of  

production  of  Feifeng  Factory,  Donaldson's  second  production  base  in  

Wuxi.

全国唯一
特殊食品技术创新中心落户高新区

9月9日，无锡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由无锡市食品安全检验检测

中心与江南大学联合申报的国家市场监管技术创新中心（特殊食品），正式

通过了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批准建设，跻身全国首批19个国家市场监管技

术创新中心建设项目，同时是国内第一也是唯一的特殊食品技术创新中心。

国家市场监管技术创新中心（特殊食品）选址在高新区生命科技园内，规划

建设场地8000平米，投入资金8000万元，先期打造近4000平方米的中试车

间，规划建设粉体、液体、挤压膨化三条中试生产线，涵盖多种特殊食品原

料、多个生产工艺和多个产品剂型的创新研发，直接服务于科研成果转化和

中小企业的孵化。无锡市食品安全检验检测中心与江南大学去年联合申报建

设特殊食品技术创新中心，由中国工程院院士、江南大学校长陈卫亲自出任

技术委员会主任，项目于今年上半年高分通过了专家答辩和现场核查。

（无锡发布）

On  September  9,  the  National  Market  Supervision  Technology  Innovation  

Center  (Special  Food),  jointly  applied  by  Wuxi  Institute  for  Food  Control  

and  Jiangnan  University,  was  included  in  the  first  batch  of  19  national  

market  supervision  technology  innovation  center  construction  projects  in  

China.

全省综保区
首台无人驾驶物流车在高新区发车

9月24日，无锡高新区智能驾驶物流应用首票测试暨三方战略合作项目签

约仪式在综保区举行，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新吴区委副书记

洪延炜出席活动。该项目依托上海友道智途和中国移动在人工智能、无人驾

驶、5G通信、云计算和车路协同等领域的先进技术优势，结合江苏佳利达与捷

普电子之间丰富的物流转运应用场景，在综保区测试道路（8月7日已经被正式

纳入无锡市智能网联汽车开放测试道路）范围，通过无人驾驶智慧运输串联起

智慧工厂和智慧仓库，实现智能供应链上制造业和物流业的无缝衔接。后期立

足打造一套智能网联货运车自动驾驶、智能装卸的全流程无人化运营场景，进

而扩展到园区智能管理、智慧监管，实现综保区智慧化再提升。

（综保区管理局、江苏佳利达、捷普电子）

On  September  24,  the  WND  intelligent  driving  logistics  application  first  order  

test  and  the  signing  ceremony  of  the  tripartite  strategic  cooperation  project  

were  held  in  Wuxi  New  District  Free  Trade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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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高新区入选
全国首批12个“绿色低碳示范园区”

9月7日，在厦门举行的第六届中国国际绿色创新发展大会上，全国首批

12个“绿色低碳示范园区”新鲜出炉，无锡高新区榜上有名。作为国家级高

新区，近年来无锡高新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定不移走生态优

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下一步，无锡高新区将紧紧围绕

“3060”双碳目标，以无锡零碳科技产业园为重要抓手，努力打造长三角乃

至全国知名的零碳产业要素集聚地、行业应用示范地、国际交流首选地、零

碳人才汇集地、绿色技术策源地，积极争创国家级绿色产业发展示范基地和

国家高新区绿色发展示范园区。

（商务局）

On  September  7,  the  first  batch  of  12  "green  and  low-carbon  

demonstration  parks"  was  announced  at  the  Sixth  China  International  Green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Forum  held  in  Xiamen,  and  WND  is  on  the  

list.

无锡高新区诞生江苏首个
五星级工业互联网平台服务商

近日公布的2021年度省工业互联网服务资源池分类分级评估情况中，凭

借核心产品瀚云HanClouds工业互联网平台，朗新科技集团入选“五星级工业

互联网平台服务商”，也是全省唯一一家获评五星级平台的企业。朗新科技

瀚云HanClouds工业互联网平台诞生于2018年3月，专注于开放的跨行业、跨领

域云计算平台服务，助力工业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降低上云成本。截至目

前，该平台已连接了4000余家企业、1600余万台活跃设备/产品。

（工信局）

LongShine  Technology  Group  in  WND  was  recognized  as  one  of  the  "five-

star  industrial  Internet  platform  service  providers"  at  the  recently  

announced  2021  Jiangsu  industrial  Internet  service  resource  pool  

classification  and  rating.  

梅里古镇入选
第九批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

近日，经综合评审中国侨联确认了第九批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

高新区的梅里古镇上榜。这也是本批次无锡唯一上榜的基地，据悉，本批次

全国共有79个基地入选。此举旨在利用交流基地积极组织归侨侨眷和海外侨

胞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活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梅村街道）

After  a  comprehensive  review,  the  All-China  Federation  of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has  affirmed  the  ninth  batch  of  overseas  Chinese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  bases,  and  Meili  Ancient  Town  in  WND  is  

on  the  list.

2021市辖区高质量发展百强榜单发布
无锡高新区全国第五

近日，新华网权威发布2021市辖区高质量发展百强（地级城市市辖区）

榜单无锡高新区再次位列第5，至此高新区已经连续两年跻身全国市辖区高质

量发展百强第一方阵，榜单从综合指标、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

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和安全发展等7个目标层构建评价体系。高新区再次进入

全国前五强，充分体现了全区高质量发展的成果和实效。

（党政办、发改委、统计局）

Xinhuanet  recently  released  the  list  of  the  top  100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districts  (districts  under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2021;  and  

Xinwu  District  once  again  ranked  fif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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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敏、崔荣国带队检查

节日安全生产及疫情防控工作
Jiang  Min  and  Cui  Rongguo  survey  safe  production  and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during  holidays

9月19日、29日，市委常委、

高新区党工委书记、新吴区委书记

蒋敏、高新区管委会主任、新吴区

区长崔荣国分别带队检查节日期间

安全生产及疫情防控工作。区领导

丁洪军、祝君乔、孙磊参加相关检

查。

9月19日，蒋敏一行首先来到

新安实验小学改扩建工程项目建设

工地，实地查看了解项目建设进

展、安全制度落实、人员安全防护

等情况。蒋敏强调，要慎之又慎、

细之又细地做好节日安全生产工

作。各建设、施工、监理单位要严

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合理安

排施工进度，重点加强工人安全生

产培训，严格按照现场规范进行施

工，同时要注重工程质量，把此项

目建设成为精品工程。

在无锡德宝水务投资有限公

司，蒋敏一行现场查看了超滤反渗

透车间、液氯存储车间等，并详细

了解了公司工艺流程、液氯存储及

防护设备设施情况，蒋敏强调，要

高度关注节日期间生产安全，加强

员工安全教育培训，强化全员安全

生产责任制落实。针对液氯等重大

危险源，要加强报警预警设备设施

检验，健全完善应急预案，定期开

展应急演练，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

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蒋敏一行来到旺庄街道红旗社

区，详细了解重点人员排查、隔离

人员生活保障、小区清洁消杀等工

作。她指出，严格居家隔离是阻断

疫情传播的关键举措，要加强入境

人员和国内中高风险地区重点人群

的梳理排查，做到应隔尽隔、不漏

一人。要利用“人防+技防”，细

化封条、电子手环等居家隔离管控

手段，确保隔离措施有效落实。居

家隔离管控要有力度亦有温度，落

实好“五包一”制度，关注好隔离

人员心理情绪的同时，也要对一线

坚守工作人员予以慰问关怀。

在江溪街道欧尚超市，蒋敏重

点检查了入口处健康码行程码查

S AF E  P RO DUCT I O N

SAFE  PRODUCTION 

验、体温检测、口罩佩戴等疫情防

控措施和安全通道、消防设施、现

场员工消防设施操作等情况。她指

出，商场超市人流量大，做好人员

密集场所风险管控是疫情防控工作

的关键点，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

落细落实各项防疫措施，同时要严

格落实用电、消防、电梯等安全措

施，日常要定期开展风险隐患排查

及应急演练，加强员工安全教育和

各类消防设施使用培训，筑牢疫情

防控、消防安全“双防线”，切实

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

全。

9月29日，崔荣国带队赴商贸

场所、建筑工地、工业园区开展国

庆节前安全生产检查。

在居然之家金城路店，崔荣国

一行详细了解了消防设施设备、巡

逻人员安排等相关情况。他指出，

商业综合体是节假日期间的人流密

集地，要有针对性地周密研究部

署，从严从细抓好各项防范措施落

实。同时，要进一步用好信息化手

段，强化安全监控。

在无锡市新城中学改扩建项目

工地，崔荣国向工人们送上节日慰

问，并实地查看了解项目建设进展

情况、安全制度落实情况、人员安

全防护情况等。崔荣国要求，要在

保进度、保质量的同时，严防各类

安全生产事故发生。节假日期间，

要加强施工现场安全巡查频率和力

度，对施工的各个环节进行仔细查

看，防患于未然。

在无锡格利斯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崔荣国听取了企业负责人关于

企业发展概况、生产工艺、业务规

划、安全生产等情况的介绍，并深

入生产一线查看安全生产工作的落

实情况，指出了灭火器标箱提示标

识损坏、仓库电源管理不够规范等

问题。崔荣国表示，企业要强化安

全风险管控，落实好主体责任。

在新南路商业街和新安街道老

贸易市场，崔荣国抽查了沿街店铺

内安全出口、疏散通道是否畅通，

消防设施是否完好有效，并详细了

解了商铺日常消防安全管理制度落

实和员工消防安全培训演练情况，

指出了个别店铺存在液化气设置不

规范、报警器设置不合理等问题。

崔荣国强调，商铺业主要认真履行

消防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部门、街

道要切实做好常态化巡查，做到源

头控制，确保不留隐患死角。 

（安委办、疫情防控指挥部）

On  September  19  and  29,  Jiang  Min  

and  Cui  Rongguo  led  teams  to  

inspect  production  safety  and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o  

prevent  any  safety  accident  during  

the  National  Day  holi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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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进取、事争一流，打造品质江溪新样板
Chen  Weihong,  Jiangxi  Sub-district:  Forge  ahead  and  strive  for  first-class  
performance  to  create  a  new  model  of  quality-development  of  Jiangxi

江溪街道陈卫红：

蒋敏书记的报告生动展现了全区过去五年高质量发展的奋斗历程，细致描绘了未来五

年共创美丽新吴的蓝图画卷。江溪街道将深入贯彻此次党代会精神，结合区委、区政府编

制的“十四五”规划和二O三五远景目标，紧扣“中心突破、两翼齐飞”发展战略，以推

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积极融入新发展格局和区域一体化发展。在现代产业发展上，抓牢

“创新驱动”主引擎，打造具有强大区域竞争力的转型升级新高地；在靓丽门户建设上，聚焦“形质兼

美”总目标，打造充满都市活力的产城融合新示范；在宜居指数提高上，立足“民生改善”落脚点，打造

满足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品质城市新样板。我们将用带着干的担当、创新做的勇气、跑着拼的精神，书写

高质量发展过硬答卷，全力推动街道“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奋力谱写江溪现代化建设的新篇章，为

建设强富美高新吴区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抓牢“创新驱动”主引擎，打造具有区域竞争力的转型升级新高地

深入实施产业强街主导战略，加快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描绘更具活力的产业蓝图。

陈卫红

围绕“三优化三提升”三年行动计划，倒排

时间表、挂图式作战，确保年内提升提效用地350亩，积极将提档升级

“先发优势”转化为“发展胜势”。发挥联东U谷、前进信息技术产业园

区等对科技型企业的吸附作用，落实“三审联审”机制严入企业审批

关，确保年内培育和引进“6+2+X”主导产业项目60个。

加快南丰、坊前园区两块先行示范区建设，

推动园区基础设施更新，年内投入8000万元对坊广路等5条道路和村级

园区污水管网进行整体改造，打造产业强、结构优、环境美的样板区

块。

发挥总部园区“创投基金大厦”品牌优势和

深圳研祥集团资源优势，引导创投机构、合作基金等资本支持高成长企

业发展。不遗余力抓牢“双招双引”头号工程，深化创新型企业培育计

划升级版，打造以高新技术企业为骨干，雏鹰、瞪羚、准独角兽企业为

支撑的创新型企业集群，推动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深度融合，提升

产业集群竞争优势。

聚焦“形质兼美”总目标，打造充满都市活力的产城融合新示范

以产城融合高质量为导向，优化城市空间、提升城市品质，匠心打造宜居宜业的现代化主城区。

按照“产城人文绿全面融合”的空间发展理念，扮

靓泰伯大道-伯渎港文化休闲轴和长江北路沿线、伯渎港沿岸的发展底

色，充分发挥“风景人文廊、魅力新水乡”运河城优势，加快构建产城

融合发展的空间体系、现代产业体系、公共服务体系、基础设施体系和

生态环境体系。

用“绣花功夫”做优城市细节，加快智慧城管建

设。推行市容热点难点区域的环卫责任区制度，深化城乡环卫一体化建

设，打造“最干净街道”。高标准推进“城市管家”物业管理模式，抓

好城区、园区主次干道节点改造和多彩提升，努力选树一批江溪标杆、

打造一批江溪精品。

坚持绿色发展理念，更大力度推进环境保护和生态

建设，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深化美丽河湖行动，对

许巷桥浜、协新浜等10条河道实施“一河一策”分类治理，通过拆违拆

临、岸线整治、绿化景观和生态修复等综合治理措施，打造“水清岸

绿”的美丽河网，全面提升高质量发展“绿含量”。

27

加快风雷嘉园、南站花园一、二期等安置房建设，

确保第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新吴区江溪都市生活中心、叙丰家园E区

等一批民生工程顺利交付使用，统筹推进幼儿园建设、停车泊位增设、

公厕新建、道路改造以及阳光扶贫、就业保障、对口帮扶等各项民生工

程，真抓实干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

探索优质教育资源整合发展，在新世界配套地块引

入高品质学校，办好人民满意教育。围绕全民健康，大力开展“健康新

吴”五大领域活动，扎实推进紧密型医联体建设。开展“悦江溪”系列

主题服务，全方位满足人民群众对文化的多元化需求。

深化城市精细化管理、“散乱污”企业整治、安全

生产“三年大灶”、“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等工作，筑牢社会稳定、生

态环境、安全生产三条底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

全感。

（江溪街道）

立足“民生改善”落脚点，打造满足人民群众向往的品质城市新样板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保基本、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切实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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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落实区党代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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擎旗奋进再出发  砥砺前行谋新篇
Zhu  Dongqing,  Meicun  Sub-district:  Forge  ahead  to  write  a  new  chapter  of  
development

梅村街道朱冬青：

梅村街道将深入学习领会本次党代会精神，广泛宣传发动，突出学以致用，确保党代

会精神落地生根。街道上下将以此次党代会精神为新的起点，在区委的坚强领导下，按照

区委“六个加快”的部署，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的发展。第一，发展实绩更有

“厚度”，持续推进园区“三优化三提升”、“双招双引”、科技创新工作；第二，要让

城市建设更有“宽度”，高标准高精准持续推进城市的建设管理、征收安置、生态环保各项工作；第三，

要让文化建设更有“速度”，要大力弘扬吴地文化、红色文化、非遗文化，要完善梅里文化小镇的各项功

能，打造好二胡的金字招牌，高质量发展文化产业；第四，要让为民服务更有“温度”，拉紧富民增收的

稳定线、织密社区管理的网格线、架起城市安全的警戒线；第五，要让党的建设更有“力度”，深入推动

党史学习教育，抓好基层组织建设，抓牢队伍建设，抓实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为新吴区高质量发展做

出梅村新的更大的贡献。

朱冬青

I MP L EMENT  S P I RI T

IMPLEMENT  SPIRIT

抓转型，产业升级秀“梅村速度”

强化“以亩产论英雄”导向，以示范引领、

企业自改、政府包租、拆改并举等实招硬招，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结构优

化、竞争力提升。

下半年，梅村街道将有12个重大项目开工建设，

总投资超百亿元人民币，计划再引进1-2家大院大所引智引才平台，3-

5个高层次人才项目，实现两翼齐飞为街道经济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

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加大科技企业产业化

项目及双创人才、领军人才、国家高层次人才等创新创业项目引育力度，完善梅村科创企业培育孵化平

台，“一企一策”助力企业智能化、数字化、服务化转型。

充分运用中心组学习、党员干部轮训、学习强国等阵

地平台，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走心。

继续深化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深化“三微”工

作法，深化红色阵地作用，浓厚党建氛围，锻造人才队伍。

压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扎实作风效能建设，落

实日常监督质效，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和干事氛围。

（梅村街道）

精治理，产城融合筑“梅村特色”

紧抓城市精细化、人性化管理质效，扎实推进市容美化、环境绿化、道路亮

化等改造出新工程，加快推进优美环境合格区建设。

紧紧围绕市级“双清”、区级“清点拆平”

要求和街道建设发展战略，重点推进新华路“二改三”区域、伯渎港沿

线、文化小镇田园片区等地块拆迁，落实经营性土地储备，为未来发展腾

出宝贵的资源空间。

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严

肃落实“散乱污”专项整治、黑臭河道治理及河长制长效管理工作，倾力

建设生态宜居美丽家园。

加快伯渎河传统体验带、田园生态片区建

设，积极落实梅里古镇二期非遗类项目入驻。

打造好“梅里美礼”文创品牌，通过非遗产

品市场化、文化产品生活化、节庆活动日常化，推动梅村文化多元化、立

体化、创新化发展，实现从口碑拉动到品牌推动的模式转换。

擦亮“二胡之乡”金字招牌，通过引聚一批

文化人才、落地一批文化企业、形成一定文化产出，促进文化、商业、旅游等产业跨界融合，培育消费新

业态新模式。

弘人文，文旅发展树“梅村品牌”

大力发展“新就业形态”，持续扩大社

会救助政策覆盖面，用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分级分类社会保障体系兜牢

民生底线。

逐步建立职责明确、管理精细、信息共

享、渠道畅通、服务有效的社区网格化管理体系。

打好安全生产专项整治攻坚战、隐患整

治歼灭战、安全常态持久战，有序推进安全发展示范城市创建，真正扛起

“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

聚力推进老街区改造二期工程、安置房项目，确保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养老院、崇德幼儿园项目年内竣工，进一步完善梅村民生配套设施布局。

葆初心，党的建设彰“梅村作风”

聚民心，为民服务显“梅村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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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吴区检察院：

架起检察为民服务“连心桥”

为落实党史学习教育部署要

求，深入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走深走实，新吴区检察院

12309检察为民服务中心始终坚持

“人民检察为人民”的工作理念，

通过多项举措不断健全完善“一站

式”检察为民服务，积极探索便民

利民措施，全面提升服务水平。

“您好，您可以带好证件材料

到您所在地检察机关12309为民服务

中心办理异地阅卷申请，由该检察

院现场审核并与我们联系。我们会

将电子卷宗通过检察专网传送，您

可在该院查阅电子卷宗，或由该院

协助刻录电子卷宗光盘。”

前不久，受疫情影响，新吴区

检察院12309检察为民服务中心工作

人员接到南京某律所律师打来的电

话，询问异地阅卷流程。工作人员

耐心、细致解答，全程引导，该律

师顺利完成了异地阅卷。

“您好，这个案子已经到审查

起诉阶段，可以进行阅卷了。卷宗

册数较多，我们可以提前为您刻录

好光盘，请您带好证件材料在预约

时间来办理阅卷事宜。”对阅卷申

请，律师可以提前与12309检察为民

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联系，预约阅卷

时间。无论是特殊时期的异地阅

卷，还是为了避免阅卷长时间等候

而采取的便利措施，12309检察为民

服务中心都为律师执业提供了更为

安全、便捷、高效的保障，真正做

到让律师少跑路。

聚焦“我为群众办实事”，强

化检察服务职能。作为直接服务群

众的窗口，12309检察为民服务中心

通过创设办事流程引导图、印发各

类法律知识宣传手册、增设便民服

务箱和意见箱等举措，为来访群众

提供更高效、更暖心的检察服务，

用心用情办好群众身边事。

大厅新增了LED屏幕，无间断

播放宣传动画，从宣传检察业务职

能和办事指引到“三个规定”科普

动画，便于来访群众了解办事流程

及注意事项。

让数据多跑路，让律师少跑

腿，打通线上线下“一盘棋”。新

吴区检察院组织召开检律座谈会，

积极探索研发“新吴e律通”小程

序，方便律师与检察官、法官线上

预约、点对点沟通。该程序现已正

式上线启动，实现了24小时全天候

在线，便民不留白。

12309检察为民服务中心积极

宣传“新吴e律通”，主动向律师收

集意见建议，坚持开门搞整顿，为

民办实事，切实做到减轻律师负

担，节省多方成本，强化检律法律

职业共同体建设。 

（郝红梅）

The  12309  Service  Center  of  the  

People’s  Procuratorate  of  Xinwu  

District  follows  the  philosophy  of  

“serving  the  people”  by  taking  several  

measures  to  perfect  one-stop  

services  and  exploring  more  measures  

to  improve  service  quality.

People’s  Procuratorate  of  Xinwu  District:  bridge  the  procuratorate  and  
people  with  considerate  services  

新安街道：打造“净湖之声”有声图书馆 

提供家门口的精神食粮补给
Xinan  Sub-district:  Build  the  "Voice  of  Jinghu"  audio  library  to  provide  

spiritual  succor  to  residents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

安街道净湖社区深入推进“我为群

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积极统筹文

化基础设施建设和资源配置，打造

“净湖之声”有声图书馆文化惠民

项目，为广大居民群众提供丰富的

精神食粮，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

的新期待。

家书屋，一直以来，通过优质的平

台建设、宜人的环境氛围、丰富的

文化活动吸引众多居民群众前来阅

读打卡。今年，为满足居民群众多

样化的文化服务需求，社区以构建

“高品质、有温度、有深度”的文

化生活空间为目标，全新打造了

“净湖之声”有声图书馆，为社区

精神文明建设注入活力、增添动

力。“净湖之声”有声图书馆开通

“学习路上——习总书记对你说”

“初心和使命”“文化国学”“榜

样故事”等10个有声图书栏目，开

辟“红色微直播”“百姓故事汇”

“净湖好榜样”“多彩净湖人”

“净湖大讲堂”“益心公益秀”6大

具有“净湖”特色的有声板块，进

一步满足了居民精神文化需求、激

发居民阅读积极性。

心价值观”为主旨，通过开展丰富多

彩、寓教于乐的文体活动，提振群众

精气神，进一步提升群众幸福感、获

得感。有声图书馆内，引入2家专业

社会组织开展“幸福慧来”“国学课

堂”等亲子阅读项目；社区内培团队

“喜悦读书会”“益起爱成长服务

社”定期在有声图书馆内开展阅读活

动；七一建党节期间，利用有声明信

片，组织党员群众开展“永远跟党走

我想对党说”云寄语活动，表达自己

对党的热爱与祝福！疫情防控期间，

社区党总支在有声图书馆内开展线上

主题党日活动，以红色基因引领精神

文明建设。自“净湖之声”有声图书

馆7月初投入使用以来，累计开展线

上直播活动2次，各类文体活动20余

次，服务党员群众近500余人次。

元主体参与共建中，大大拓展了图

书馆的功能，不断向社会和广大居

民群众展现“文化净湖”的独特魅

力。一方面，依托社区党群服务中

心、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建设，积极

链接净湖“益心”公益联盟资源，

动员新吴区检察院、江苏意源科技

有限公司、无锡科技职业学院等联

盟单位开展图书捐赠、读书沙龙、

红色电影展播等活动，既满足居民

对文化多样化的需求，又实现热心

公益的社会团体和个人积极参与公

共文化服务的愿望，使公共文化服

务主体更加多元，服务机制更加完

善。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净湖

“HUI”客厅党建项目成果，引导社

区“能人达人”承接文化公益项

目，先后在有声图书馆内开设了

“夏新生命服务工作室”“于小鱼

公益绘画工作室”“新巧手工编织

坊”等3个由社区“能人”管理运营

的公益文化项目。

“净湖之声”有声图书馆在善

于“走心”、勇于“走新”中赢得

多方赞誉。下一步，净湖社区将更

加注重倾听民声、回应民意、凝聚

民心，把创新作为带动工作的“源

动力”和“助推器”，努力打造工

作特色亮点，推动社区精神文明建

设走实走远、出新出彩，再上新的

台阶。

（新安街道）

The  Jinghu  Community  of  Xin'an  Sub-

district  actively  coordinated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infrastructure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created  

the  "Voice  of  Jinghu"  audio  library  to  

provide  residents  with  rich  spiritual  

f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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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建设快速发展,科学

技术不断进步,人们开始对新的领域

开启进一步的探索,虚拟现实技术在

近年来发展火热,尤其是在疫情的影

响下，教育、商业、医疗行业越来

越多的转向AR/VR解决方案，VR购

物、VR教学、VR远程医疗等新鲜事

物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丰富人们

的生活,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对人

们的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研究

VR技术不仅仅可以满足人们对新的

领域的探索,而且能够达到促进社会

进步发展的目的，在无锡高新区，

就 有 一 家 以 虚 拟 现 实 技 术

（AR/VR）为核心科技产业园---

无锡本码科创中心正在蓬勃发展。

无锡本码科创中心占地面积

90亩，总建筑面积约14万平方米，

由本码实业集团投资建设。本码实

业集团是一家以智能终端、人工智

能（机器人）和AR/VR技术及产品

的研发、生产为主导的的投资控股

公司。主要合作伙伴有MIT麻省理工

学院、以色列国家科创中心等国际

知名高校机构以及华为、OPPO、诺

基亚、英国电信等高科技企业，年

总产值近200亿元，位列深圳高新技

术企业及创新企业百强。同时，高

新区作为无锡市科技产业发展的领

头羊，多年来大力发展数字经济，

依托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

工智能和集成电路等产业链条，加

快谋划布局，加速构建数字经济发

展新生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双方强强联合，2018年6月，总投资

30亿元的无锡本码科创中心项目签

约落户高新区。同时无锡本码科创

中心将布局建设手机、平板等智能

终端的软硬件研发中心、机器人和

工业互联网领域的软硬件研发中

心、虚拟现实（AR/VR）数字资产

创新中心以及创业孵化中心四大核

心业务板块。无锡本码科创中心建

成3年内，将集聚研发人员5000人，

实现年产值30亿元，税收超亿元。

落地高新区，是本码实业集团

实施总部化战略的重要一环。当谈

到为什么选择落户高新区时，无锡

“未来园区”之无锡本码科创中心：

虚拟现实技术引领智慧新生活
Wuxi  Benma  Technology  Innovation  Center: 

 Virtual  digital  economy  leads  smart  new  life

封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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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ENARY CELEBRATIONS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江溪街道：智慧监管守卫蓝天白云

江溪街道着力解决群众身边的

环境问题，科学“会诊”开良方，

与“我为群众办实事”紧密结合，

在实现“散乱污”企业动态清零，

重污染化工企业关闭清退，餐饮油

烟集中整治的基础上举一反三、另

谋思路，创新运用“科技”环保力

量，为大气国控站点保驾护航。

江溪街道启用“走航+无人

机”组合，多队行动，多点排查，

发现问题，即查即改，专人专盯，

将一切环境问题摆在台面上。面对

即将来临的秋冬季大气管控难点，

环境保护科全体党员全方位、多角

度展开大气管控工作。

创新环保监管模式，启用企业

智慧动态管理平台。逐步实现常态

化数据共享和智能化应用管理，形

成“线上+线下”模式，实时动态

掌握企业信息，应用物联网管理模

式。目前平台已排查并录入企业约

600家，走航、无人机每月2次巡

查，已达到消除“死角”、监察

“盲区”、监测“空白”的效果。

江溪街道在深化“放管服”改

革的同时，也着力加强环保后置的

监管作用。结合餐饮油烟专项整

治，街道安排网格员对辖区内餐饮

门店进行全覆盖检查。目前已排查

餐饮店600余家，对涉及油烟问题的

餐饮店，督促必须安装油烟净化装

置，对投诉类店铺进行油烟检测，

并要求规模在100平以上的餐饮店及

烧烤店安装油烟在线系统，确保油

烟排放不扰民，让周边居民更有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通过建立大数据应用程序，科

技助力大气质量。结合用电工况、

VOCs在线、油烟在线等物联网辅助

手段，实现线上全面监管；运用无

人机、走航车进行监测排查，实现

线下实时督查；多手段、多模式加

大大气国控站点周边的整治力度，

力求增加优良天数比例，降低臭氧

天数，保证街道空气质量。

“互联网+监管”一体贯通让

执法数据通过系统就能实现信息共

享，依托“云平台”江溪街道开始

从“事后罚”向“事前控”拓展，

坚持高标准、严要求把好生态环境

“入口关”，让智慧监管“看”得

更远。 

  (李姿)  

Jiangxi  Sub-district  has  taken  

concrete  measures  to  addres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While  closing  

or  transforming  businesses  which  are  

inconsistent  with  local  urban  and  

industrial  layouts  or  failing  to  meet  

waste  discharge  provisions  and  

regulations.  

Jiangxi  Sub-district  employs  smart  technology  to  
reduce  pol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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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码科创中心负责人表示，高新区

位于太湖湾科创带核心区位，机

场、高速、高铁组成的立体交通枢

纽，提供了便利的交通条件。同

时，无锡高新区有着深厚的物联网

基础，产业链齐全，完备的各类扶

持政策让无锡本码科创中心的落地

显得顺理成章。

依靠本码实业集团的强大的产

业背景支持，无锡本码科创中心围

绕四大中心布局，进行了九大创新

特色运营，保障后期项目能够充分

带动产业发展。无锡本码科创中心

联合关联产业和科研院校组建公共

研发平台，为入驻企业创造良好的

研发环境。特设配套供应链金融，

共同助力中小企业发展。同时与园

区入驻企业共享智能制造、供应链

金融、AR/VR领域的关联生产线资

源，以及对接遍布全球的关联销售

网点、B2C电商平台、跨境电商

B2B平台，为入驻企业开辟更多渠

道。另外，所有入驻园区的企业都

能享受到人力资源、财会税务、金

融机构、律师事务所等相关商务配

套服务以及政务政策，全国行产业

联盟、技术联盟、产权交易平台的

资源共享服务等，充分满足中小企

业的发展需求。

作为龙头企业，无锡本码科创

中心以自身的优势产业出发，带动

上下游产业发展，形成产业链闭

环。与新吴区政府合作，引进供应

链公司，对中小型企业以及其他有

采购需求的高新区企业进行帮扶，

帮助企业缩减成本，提高效益。对

于有高新技术以及创新发展的优质

中小型企业，无锡本码科创中心将

重点扶持，以自身的资源及运营作

为保障，进行产业以及优质的独角

兽企业孵化；在无锡本码科创中心

的推动下，无锡虚拟现实协会成

立，以无锡为中心点，辐射长三角

地区，聚集虚拟技术产业相关的企

业和机构，为会员企业提供一站式

的服务解决方案。

作为较早发展虚拟现实技术的

企业，无锡本码科创中心的负责人

表示，他们在成立之初就做了充分

的考虑，将园区建设与虚拟现实技

术连接起来，让虚拟现实技术深入

到园区的方方面面，让在园区工作

生活的每一个人都充分感受到虚拟

现实技术为园区带来的智能化的便

利体验。

无锡本码科创中心正在打造一

款智慧园区系统，将VR技术同园区

管理结合，运用数字化技术、数字

化思维、数字化认知，通过一张

网、一个平台、一个大脑，把数字

化、一体化、现代化贯穿到传统园

区，实现园区的可视化管理。

比如，对于第一次进入园区的

人员，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可以通过

手机APP为您推荐从入口到目的地的

最佳动线 ，并实现智能停车，人员

识别，实时显示在园人数，全区设

施使用情况等等。目前智慧园区系

统开发已基本完成，预计将于

2023年正式启用，并准备进行大面

积的复制和推广，让更多的园区实

现更智能、更安全的管理。

无锡本码科创中心致力于打造

地区性的标杆园区，在整个园区建

筑的设计上，也处处透着巧思。园

区主体建筑外立面采用玻璃幕墙设

计，突显科技以及人文情怀，为了

实现低碳节能的目标，每栋楼顶设

计太阳能，以总部经济配套为用途

的办公空间，在设计上充分考虑电

能、自然水系的和谐一体，立志打

造绿色智能的生态科技园区。

口红VR试色、VR试衣、眼镜

VR试戴，VR技术不再是遥远的黑科

技，它已经以无界的姿态渗透到创

新体验的智慧零售生活中，作为较

早进入VR领域的本码实业集团，早

在17年就开始了VR购物的探索，他

们自主研发的3D建模系统软件，如

今在阿里、京东的VR购物平台都有

所应用。比如你想买一个电饭煲，

只要打开购物APP的VR购物频道，选

择心仪的电饭煲，用前置摄像头对

准想要摆放的位置，一个1:1比例的

电饭煲3D模型就会出现在镜头前，

并且可作360°全方位的移动，相当

于直接把电饭煲搬到了厨房，免去

了量尺寸、考虑配色等方面的烦

恼，再也不用担心因尺寸不合适而

退换货啦。

随着太湖湾科创带的建设以及

高新区现代产业体系政策的发布，

将大力推动物联网和数字经济的发

展，这对无锡本码科创中心来说，

是一波政策利好的东风；其次，无

锡 本 码 科 创 中 心 重 点 打 造 的

AR、VR产业以及虚拟现实各类场景

的应用，对于无锡的物联网发展起

到了很多的补充作用，相信未来虚

拟现实与物联网将会摩擦出更多的

火花；无锡本码科创中心也会依托

总部强大的资源，立足无锡本地，

培养以及孵化更多的高科技企业，

与中小型高技术企业共同成长。目

前，无锡本码科创中心正在紧锣密

鼓的建设中，未来，本码科创中心

将与无锡高新区一起奋力开启高质

量发展的新时代。

（高新区融媒体中心）

Benma  Technology  is  a  holding  

company  focusing  on  the  R&D  and  

production  of  smart  terminal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obots)  and  

AR/VR  technologies  and  products.  

Its  partners  include  MIT,  Israel's  

National  Center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other  internationally  

renowned  universities  and  high-tech  

companies  such  as  Huawei.  Its  

annual  turnover  is  nearly  20  billion  

yuan.

封　面 C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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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e  work  priorities  to  strengthen  
Xinwu’s  quality

英飞凌科技（无锡）有限公司创立于1995年10月，是英飞凌科技

在华最大的制造基地，也是全球最大的IGBT生产基地之一。主要业务

包括分立器件、智能卡芯片、功率半导体的封装测试，产品广泛应用

于能源、安全、消费、工业和汽车等多个领域。

公司结合德国管理精髓和本地实践，独创了先进的卓越质量管理

3-2-1模式，实现了“体系完善”+“过程稳定”+“结果可控”，

实现质量零缺陷。它具体包括:

三大基石：分别是 信任、敬业和成长的人才； 学习、执行、敏捷的组织； 集成、智能、高1、 2、 3

效的系统及工具。

两大支柱：是持续稳定和精进创新的运营

一个核心：实现体系完善、过程稳定、结果可控的卓越质量

该模式融合了德国管理精髓和中国运营实践，独创绿色产线理念，实现质量的持续稳定；独创班组

长标准现场工作法、质量对话等基层管理体系，确保全员践行质量文化。

质量管理模式运行方法

1、独创的“绿色生产线持续稳定”现场管理体系

公司秉承卓越质量管理3-2-1模式，始终坚持“零缺陷”经营理念，实现了零缺陷的质量水平，独

创了以“绿色生产线持续稳定”为核心的现场管理体系，实现了高质、高效、稳定的现场管理。公司注

重过程管理，设定良率、线检异常、异常频次、重大异常、Cpk等前置预防性关键指标，落实到各部

门、各工序，实施PDCA，定期回顾检讨，持续改善。

2、通过工业4.0为核心的自动化生产模式达到过程稳定

公司推行自动化生产模式，以工业4.0作为核心框架，生产控制和工艺控制为主轴，全面实现高质

量、高效率、快速敏捷的运行模式，实现了产品的可追溯性、设备信息一体化可视化、在制品抽样

SPC偏差管理。自2013年起，通过自主研发的MES系统，实现了全程无纸化追踪、大数据应用，以及制造

系统的统一化、数字化、自动化和智能化。通过生产工艺的智能控制和自动化生产模式，使过程稳定率

从91%提高到97%。

3、质量意识的创新实践和综合人才发展模型

公司通过“质量对话”“零缺陷日”等创新型推行方法，在员工中形成了良好的质量诚信意识；在

“培训和职业发展”方面，公司遵守“70-20-10”的人才培养理念来发展员工的个人和技术技能。建

立了涵盖报酬和认可、领导力和管理、培训和职业发展、企业文化、归属感等5大模块的人才发展和敬

业的模型来培养信任、敬业、成长的员工，构建关怀、和谐、奋进的员工文化。

追求卓越   励志完美

英飞凌科技：

近期，在中国质量奖颁奖仪式上传来喜讯，新吴区首家申报中国质量奖的企业英飞凌科技（无锡）

有限公司获得提名奖！创造了新吴区质量奖的最高纪录。这是继2019年度新吴区企业英飞凌科技、威孚

高科、华光锅炉一举包揽当年度全部3个“市长质量奖”后的又一重大突破。

2018年度新吴区首次获得1家“市长质量奖”、2家“市质量管理优秀奖”，占了全市获奖企业一

半；2019年新吴区企业英飞凌科技、华光环能、威孚高科包揽了“市长质量奖”,再次取得的历史性突

破，也创造了“无锡市市长质量奖”首次满额并由同一个区包揽的历史,引起了全市的轰动；2020年，

新吴区首次有企业申报“省长质量奖”，符合申报条件的4家企业均完成了“省长质量奖”的申报，其

中先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华光环保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申报就进入现场审查和答辩环节，

进入全省30强，再次刷新新吴区“质量奖”创建活动的新纪录；2021年新吴区5家企业和1个个人申报省

长质量奖，4家企业包揽了无锡市的入围名单，其中先导智能摘得新吴区首个江苏省省长质量奖，威孚

高科获得提名奖，又一次取得了新突破。。

“质量奖”连续飞跃突破的背后，是新吴区主动顺应时代发展要求、锐意创新工作模式、磨砺铸强

“新吴质造”品牌的生动实践的必然结果，“新吴质量”也已逐渐成为全区高质量发展工作的一面旗

帜。

政府主导、政策助力、企业重视，全区上下掀起了质量创优的浓厚氛围。区领导们率先示范做好品

牌“推广员”，在走访基层和企业时总不忘介绍“区长质量奖”、宣传“新吴质量”品牌，鼓励优秀企

业积极申报各级质量奖；质量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结合自身工作特点做好“宣传员”，广泛宣传发

动，推荐优秀企业申报质量奖；街道、园区做好“业务员”，主动动员辖区里的优秀企业参与质量奖评

定活动；市场监管局做好“技术员”，他们结合日常工作，在不同场合采用媒体、广场活动、专题讲座

培训座谈、走访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政策、发动企业积极参与到各种质量创优活动中去，并组织指导服

务。大批质量管理卓越、科技创新领先、经营业绩优异的行业龙头，形成了全区质量标杆的培育梯队。

全区企业申报各级质量奖的热情越来越高。

企业有需求，政府速响应。该区专门聘请了质量专家作为区质量工作顾问，每年组织企业参加集中

培训2次以上，指导企业推进卓越绩效管理；通过“区长质量奖”现场评审过程对企业进行专家一对一

分析指导，帮助企业进一步发现自身管理的亮点特点和短板不足，为“市长质量奖”申报热身；通过组

织重点企业去武汉大学质量研究院参加企业高质量发展专题研修班、QC小组分享、标杆企业交流等活

动，让企业拓宽视野、学到更高更深层次的质量管理和发展的思路方法。今年，为了在质量奖申报工作

中取得新突破，该区专门召开“质量奖申报工作推进会”，对中国质量奖、省长质量奖的申报相关政策

要点进行了解读分析，组织“中国质量奖、省长质量奖申报个性化辅导班”、“省长质量奖答辩现场评

审环节专题辅导”、“区长质量奖申报培训”等专题培训6次，邀请专家集中对拟申报企业进行申报辅

导和个性化指导。

Infineon:  strive  for  excellence  and  
perf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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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孚”），成立

于1958年，员工8000余人，是国内汽车零部件的著名生产厂商，业绩

优良的A、B股上市公司。

威孚，“威望于品质，孚信于用户”是贯穿企业经营的核心理

念。历经60余年的发展，威孚创立了“双引擎、双驱动”的质量管理

模式。双引擎是以产品和技术为牵引，通过领先的产品，加上先进的

制造技术，保证产品品质的稳定可靠。双驱动是依托智能和创新，作

为管理优化的加速器，一方面通过自主开发的智能制造系统，实现生产要素的数字化，打通管理的信息

孤岛。另一方面借助智能化手段，对生产进行自动化和智能化改造，减少人的影响，实现对产品质量的

精准控制，目前公司主要总成类产品的质量缺陷在百万分之十以内，达到国际同行的先进水平。

公司利用多种方法开展改进与创新活动，实现卓越运营管理。包括组织管理创新、研发创新、智能

制造创新、管理平台创新。

一、组织管理创新方面

公司全力推行以条线管理为核心的事业部负责制，强化中央部门指导、控制、服务职能。强化公司

中央控制能力，实现“大职能、宽领域、优机构”，从而理顺部门间关系，最大限度地避免部门职能交

叉，达到精简机构、提高效率的目的。

二、研发创新方面

公司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拥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成果产业化基

地”“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江苏省研究生工作站”等科研平台，下属子公司建有多家省级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省级工程实验室等研发机构，主要围绕燃油喷射系统、尾气后处理系统、进气系统等进行技术

研究和产品开发。目前，公司掌握多项核心专利技术，主要产品技术指标处于行业领先水平，具有较强

的市场竞争力。近五年来参与27项国家、行业标准、团体标准的制修订，充分发挥行业内龙头企业的话

语权。近年来获得各类市级以上政府奖项40多项。

三、智能制造创新方面

公司积极响应“智能制造2025”和“工业4.0”的国家战略。公司开发的轨体自动上下料系统集成

机器人、视觉系统、尺寸检测、外观判别、自动上下料等功能一体，实现了加工中心、清洗和枪钻三道

工序的集成，可以提升生产效率30%以上。

四、管理平台创新方面

威孚致力于创建包括战略管控、运营管理、制造执行、基础平台的四层次管理平台，如战略管控层

的决策分析BI,运营管理层的财务共享中心FSSC、采购共享中心PSSC、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PLM等，保证公

司各项业务的高效协同运作。

威孚高科：

Weifu:  excellent  operation  management  to  
achieve  high-quality  service

行稳致远   匠心超越

华光环能：

Huaguang  Environment  &  Energy:  maintain  
stable  growth  to  grow  stronger  and  excel  

无锡华光环保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无锡市老字号国有控股上

市公司，作为国内环保能源领域成功转型和全产业链联动的积极践行

者和先行者，华光环能始终紧跟国家环保能源政策要求，以“绿色环

保可持续发展”为支点，坚守“实业兴国”初心，传承“实业强国”

使命，秉持“质量强企”理念，在转型发展战略规划的鞭策指领下，

深耕发电设备研制支柱业务，大力发展电站工程总包和环境工程服

务，拓展热电投资运营业务。

基于当前行业特点和企业发展需求，华光导入了“质量管理成熟度评价标准”及“卓越绩效评价方

法”，通过积极传承甲子积淀，华光从企业质量文化宣贯、员工价值观塑造，到大质量全面卓越绩效管

理，充分调动价值创造流程的规范提升和平台利用，将“流程”“匠心”融入质量管理和品质提升，将

“专业致匠心、卓越铸精品”质量价值观践行与特种设备行业特色相结合，创立了“流程·匠心”双引

擎驱动的全面质量管理模式。

该模式基于全产业链构建了“研发、采购、制造、运维、售服”五大主干流程，品质要求融入主

干，质量流程支撑主干。依托“质量信息系统、远程专家诊断、智慧热网调度”三大数字化平台，推行

“三维仿真设计与标准化作业、开展班组质量攻关、导入全面质量管理模式”，全面实施卓越绩效管

理。匠心传承品质优秀，大师引领品牌铸就，将“一次把事情做好”的自觉管理意识深植于心。

三大数字化平台：一是利用质量信息系统（QMS），通过IT手段全面打通公司质量管理数据链，贯通

产品全生命周期的质量管理数据，构建企业质量管理统计分析、在线监控预警及异常改进等的协同平

台；二是自主创新的业内首个远程专家诊断平台，与用户端接口，掌握产品运营数据和运行状态，为锅

炉参数调整提供专业建议；三是智慧热网调度功能，通过成立华光-浙大智慧能源系统联合研究中心，

开发国内首个多热源、长距离、大规模蒸汽热网的“智慧热网调度辅助决策系统”，设立24小时供热服

务热线962066，原先需要近半个月的服务周期，现在只需5分钟。

全面卓越绩效管理：一是开展班组质量攻关，通过促进创新，培育员工自觉质量管理意识，以匠心

促精品，提高车间制造、工艺、提效等智慧创造的转化率；二是通过推广三维仿真设计和标准化作业，

提高设计效率及准确率，“设计-工艺-厂化”一图到底，“设计参数-质控参数-检验参数”一数到

底，利用数字化智能化优势，将设计要求完全转化为产品质量，规避现场安装和后期运维难题；三是导

入全面质量管理工具，持续改进公司各经营业务流的管理水平，全面促进公司高质量发展。

借力于“流程·匠心”质量管理模式，华光致力于坚守“共建清洁低碳生活”的企业使命，更好地

服务社会，坚定“行稳致远、匠心超越”品牌理念，努力为全球清洁低碳生活提供绿色光热。

“双引擎、双驱动”实现卓越运营管理

S T RO NG  Q UAL I T Y

STRONG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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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宝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12月，是一家专注于

大型特种高性能纤维/橡胶复合材料输送带产品开发、生产与“工业

散货物料智能输送全栈式服务”的民营股份制企业，是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国家火炬计划高新技术企，荣获中国名牌产品、中国驰名

商标、江苏名牌产品、江苏省质量信用AAA级企业、无锡市市长质量

奖、无锡市新吴区区长质量奖等多项荣誉，国内输送带行业内首家

IPO上市公司。2015年公司进入移动游戏海外发行与运营的移动互联

网数字创意产业领域，目前拥有多家全资、控股的集团化企业。

1、高层领导具有远见卓识，引导企业不断追求卓越。在公司的长期创业实践中确立了“让工业散

货物料输送更绿色”的企业使命、“成为全球领先的智能输送服务商”的企业愿景，确定了“产品+服

务”双引擎驱动的“高端化、国家化”发展战略。经过十余年的努力，公司发展成为国内现代工业散货

物料输送领域的领军企业。2020年新冠疫情严峻时期，公司仍然保持高速增长，输送带业务营收增长

26.31%，集团公司营收26.4亿元，利润总额5.21亿元，均在国内行业排名前三；耐热、阻燃、芳纶、

数字化输送带等多项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排名第一。

2、公司注重技术研发，建立完善的管理机制与创新体系。逐步形成了“以工业互联网为牵引，永

不停息全栈式服务质量管理模式”，技术创新处于行业领先水平。成立先进输送技术与数字化创新中

心，具有国际先进、国内领先的研发、中试、检测设备百余台套，设有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江苏省

认定企业技术中心、江苏省煤矿用输送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苏省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江苏省研究生

工作站、CNAS实验室。公司先后承担国家科技部“十二五”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十三

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江苏省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专项引导资金项目、国家重点新产品计划等国

家级、省级重大研发课题。拥有国家重点新产品2项、省级高新技术产品12项，具有科技成果鉴定13

项、均达国际先进水平，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1项（作为第一单位）、江苏省技术创新奖，

省部级科技进步奖6项，主持或参与制定国家/行业标准14项，获得授权专利127项，发明专利数量行业

排名第一。

3、打造高端稳定的客户群体与行业内知名品牌。合作伙伴包括国家能源集团、宝物钢铁、中国建

材、华能电力、曹妃甸、必和必拓、力拓等五大行业的全球顶级企业，各行业Top10客户比重90%，出口

欧美、澳洲等40个以上的国家和地区，并在行业率先打造智能输送全栈式服务，该模式已在中信特钢、

国投交通、澳洲泰富矿业等数十多家公司推广应用。目前，海内外拥有6个项目部，累计为客户输送物

料5亿吨，总包技术服务收入累计人民币超10亿元，为客户节约运行成本30-50%。输送系统集成总包模

式，实现了工业散货物料全生命周期的管理，节能降本，为行业的健康绿色发展树立标杆。

宝通科技：

Boton  Technology:  Full-stack  
service  quality  management  
mode,  setting  a  benchmark  
for  green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先导智能：

Wuxi  Lead  Intelligent  Equipment:  three-level  pyramid  quality  
management  model  leads  company’s  development

先导智能在2002年成立于无锡市，2015年在深圳创业板上市，目

前市值突破1000亿元，是全球最大的新能源装备制造和服务商，锂电

池智能整线解决方案服务商。在全球范围内设立了七家分/子公司，

拥有50多个服务网点，客户覆盖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

质量管理不是无本之木，没有坚实的底层基础，无法支撑起上层

的质量管理。公司质量管理强调厚基础、高层次，通过向上的逐级支

撑，形成三级塔式支撑型质量管理模式，并最终实现高水平的质量管

理。第一级，研发创新夯实质量管理基础，起核心支撑作用；第二级，智能制造提升质量管理水平，起

关键支撑作用；第三级，数字智能拔高质量管理层次，起引领支撑作用。 

1、夯实研发基础，奠定了管理水平的高起点、高标准

公司引进5000+名研发工程师以及国外的博士团队，每年销售收入的10%以上用于创新和改进，成

立先导研究院及2000平米的CNAS实验室，不断的对标市场进行驱动，争取研发创新永创第一。并大量借

鉴汽车行业APQP的思想，建立研发管理的能力成熟标本，实现了节点门管控，系统驱动流程的防错等，

截止2021年8月，累计获得授权专利1500多项，12项核心技术实现国际领先，填补国产高端锂电池制造

装备的空白。多项装备被认定为江苏省高新技术产品、省首台套重大装备等、制造业单项冠军，江苏省

企业技术中心等荣誉，保持了在行业中的技术领先地位。

2、智能制造，提高管理水平

先导作为高端装配制造企业，与机床、火箭、飞机、船舶一样，是典型的离散制造型企业，其特点

是产品复杂，品种多，质量管理难度大。公司基于发展战略，根据非标制造特点和管理要求，自主开发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先导云”系统，引用现代化的流水线模式，实现了生产制造与经营管理的“数智

化”。推行精益生产，运用智能技术，智能系统，实现了生产过程全生命周期的质量可追溯，被认定为

江苏省首个离散型制造的“省级智能工厂”，极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及管理水平。

3、基于大数据的全过程质量预控，引领企业卓越发展

为支撑公司的发展战略，先导还构建了自己的MES系统，实现了从订单开始到售后服务全过程、全

供应链的监控和管理，形成大数据库，并通过数据库实时获得偏离信息，推动全过程的预警及快速改

善，确保过程执行得到有效管理。并且引用ZDT、直通率的思想推动产品实现“零缺陷”，确保非标产

品的一流质量管控水平，实现客户满意。

全栈式服务质量管理模式

为行业绿色发展树立标杆

三级塔式质量管理模式引领企业卓越发展

STRONG  QUALITY

S T RO NG  Q UAL I T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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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无锡力芯微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在科创板挂牌上市，这是

今年无锡高新区（新吴区）上市的

首家企业，据透露，目前还有2家企

业处于科创板问询阶段。最新统计

数据显示，截至上半年，无锡高新

区科创板上市企业累计已达6家，跻

身全国高新区六强，数量占全市的

75%，在科创板上市中呈现出独特

的“新吴现象”。

“高新区企业在科创板风生水

起，是当前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取得

良好进展的生动注解。”分析科创

板上市“新吴现象”的背后，业内

人士认为，高新区在科创板的优异

表现是该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核心

战略，以太湖湾科创城建设为龙

头，推进创新加快成为高质量发展

“主引擎”的结果。目前高新区战

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制造业、高

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总产值

比 重 已 分 别 提 高 到

49.7%、52.5%和68.5%，均位居

全市第一。高新区积极实施创新型

企业倍增计划，着力壮大创新型企

业集群，优化深化雏鹰企业、瞪羚

企业和准独角兽企业三类企业的培

育方式成效明显。近日，全市雏鹰

企业、瞪羚企业、准独角兽企业培

育库2021年第一批拟入库企业名单

公示，高新区的企业入库数量全市

最多。

看看已在科创板上市的6家高

新区企业，个个都有自己的硬核实

力。华润微电子2020年登陆科创

板，2021年6月15日，华润微收盘价

75.9元/股，总市值1002亿元，成为

高新区第一家、无锡市第三家市值

超千亿的上市公司。华润微市值年

中收官1201.55亿元，领跑全省57家

科创板上市公司。无锡市首家在科

创板上市的企业祥生医疗，是具有

完整自主知识产权的超声医学影像

设备及相关技术提供商，产品目前

已销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奥特维

是我市首家新三板成功转板科创板

的企业，主要从事高端智能装备的

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芯朋微

作为功率集成电路设计高科技企

业，在高低压集成半导体技术方面

拥有业内领先的研发团队。航亚科

技专注于航空发动机关键零部件及

医疗骨科植入锻件的研发、生产及

销售。力芯微是一家高性能模拟集

成电路设计公司，主营业务为电源

管理类芯片的研发、设计及销售，

产品主要应用于以手机、可穿戴设

备为代表的消费电子领域。

自科创板设立以来，高新区超

前谋划，金融服务步履不停，全力

助推科技企业上市。目前科创板已

成为高新区企业上市融资的重要渠

道。高新区发改委相关人士介绍，

为推进全区高科技创新企业通过资

本市场直接融资，高新区对辖区内

符合科创板行业定位要求的新一代

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新

能源、节能环保、生物医药等高新

技术和战略新兴产业企业摸排和筛

选。同时为企业提供绿色通道和保

姆式服务，协调解决环保、安监、

税务等有关问题，为企业上市排忧

解难。此外，依托上交所资本市场

服务苏南基地，搭建后备企业与上

交所“一对一”精准服务平台，及

时解决企业在上市过程中的各类问

题。接下来，高新区将进一步加大

存量企业培育和增量企业招引力

度，着力构建“储备一批、辅导一

批、报会一批、上市一批”的科创

板上市企业培育体系，形成梯次上

市的良好态势，加快推进重点后备

企业的上市进程。

（张安宇）

原文刊载于9月2日《无锡日报》

WND  ranks  among  China’s  top  6  

h igh-tech  zones  wi th  s ix  

enterprises  listed  on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Board  

Etek  Microelectronics  Co.  Ltd.  was  

recently  listed  on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Board,  the  

first  company  from  WND.

无锡高新区累计6家企业科创板上市

跻身全国高新区六强
WND  ranks  among  China’s  top  6  high-tech  zones  

创   新INNOVATION

无锡高新区

吹响“4.0”版高标准农田建设号角

位于徐塘桥的高标准农田里，

“1921-2021”的大字搭配着整齐的

稻田，显得格外醒目。此次高新区

升级的“4.0”版高标准农田，集传

统种植业、物联网农业、休闲观光

农业和高效设施于一体，既有优质

彩稻，智慧农业平台全程监测水稻

生长情况；又有枕稻长廊、党史学

习“初心路”，人们可以沿着网红

学习打卡点闻稻香、忆乡愁；更是

引入工商资本投农，打造高效设施

农业，带动乡村经济跃升发展……

“4.0”版高标准农田，不仅是高新

区智慧农业的缩影，也吹响了高新

区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号角。

今年以来，高新持续以智慧赋

能农业，深化“4.0”版高标准农

田、“技防+人防”智慧渔政、农产

品“智慧追溯”等智慧农业示范项

目，全面铺开生产型、管理型、服

务型等三大类智慧应用。从农业种

植到农产品监管，全链条的农业智

慧应用，将物联网、互联网等高新

技术产业从“科技产业”逐步覆盖

至“田间地头”。

高新区积极搭建辖区内企业合

作平台，激发企业内生动力，支持

企业做大做强，与恺易物联网合作

建设“智慧梨园”；推动悟空风行

开发“无人农机”系统；鼓励华泽

微福建设农产品电商直播中心。持

续加大与农业高校、科研院所等智

库机构的合作交流，以瀚云科技、

安利植物研发中心等农业科技企

业、绿色研发企业为牵引，积极探

索智慧、绿色融为一体的“智慧+绿

色”农业示范区建设。同时，高新

区积极探索智能农机装备“无人

区”先进领域研究，试点建设全市

首个“无人农场”项目，推动全区

农业创新力、带动力、竞争力进一

步提升。

鸿山街道农民钱建江今年对

200亩水稻田减少了50%用工量，水

稻长势却好于常年。“以前水稻打

农药要3个人分别用喷雾机花2天才

能打完，农药多数停留在叶面，今

年我们购买无人机植保服务，1架无

人机1个人半天就打完了，用药量还

少，且能直达水稻根部，效果更

好。”“得益于高新区平台辐射，

全区10余家智慧农业企业迅速发展

壮大，当前正在引领市内外数十万

亩稻、茶、果由传统凭经验种植方

式转向精准、高效种植。”高新区

农业农村局负责人说。

如今，村民们看到村子美了、

环境优了、设施好了，纷纷表示心

情更舒畅了，过得更幸福了，也更

自觉加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积极

主动参加“美丽庭院”“美丽菜

园”评比，自己着手扮靓美丽家

园。新吴区以为民办实事为出发

点，围绕农村百姓期盼，在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征程中，探索着一条

“绿富美”的民生幸福康庄大道。

（鸿山街道、农业农村局）

The  high-standard  farmland  4.0  

upgraded  in  WND  integrates  

traditional  planting,  IoT  agriculture,  

leisure  and  sightseeing  agriculture  

and  high-efficiency  facilities.  A  

smart  agriculture  platform  monitors  

the  growth  of  high-quality  paddy  

rice  in  the  whole  process.

WND  launches  "4.0"  farmland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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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层

无锡空港经开区：

社区消防站  构筑防火安全防线
Airport  Economic  Development  Zone:  community  fire  stations  build  
a  safety  line

无锡空港经开区（硕放街道）

持续深化“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

活动，不断优化完善社区配备，设

立社区微型消防站，从平时做起，

用“近水”救“近火”，用心用情

筑牢安全“防火墙”，进一步提升

社区扑救初期火灾的能力，打通消

防救援的“最后一公里”。

为有效构筑辖区安全防线，消

除火灾隐患，创造良好的消防安全

环境，增强辖区居民的安全意识，

西典社区坚持管理、防范、整治三

措并举，通过实地走访、入户调

查、警民配合的方式，分别在云港

佳园、香墅佳苑、哥伦布广场因地

制宜建成5个微型消防站。“麻雀虽

小，五脏俱全”，消防站配备有安

全头盔、消防水带、呼吸面罩、手

持灭火器、50KG推车式干粉灭火

器、消防靴、破拆等一应消防工

具，做到每个社区消防器材全覆

盖，依托单位、社区工作人员和安

保人员建立一支基层消防队伍，在

社区建设“有人员、有器材、有战

斗力”的微型消防站，对火灾发生

时进行初期管控，防止火势蔓延、

降低更大火灾发生的风险，对强化

社区日常消防安全管理，提升火灾

防控能力和区域应急响应水平具有

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更好地保障

了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微型消防站不仅是城市末端消

防知识宣传的主要阵地，更是灭火救

援的先遣部队。“看到电动车自燃，

我当时都吓懵了，幸亏门卫岗上有微

型消防站，也感谢西典社区的工作人

员奋不顾身的帮我把火扑灭了，才没

有造成更大的安全隐患”，电动车车

主一脸心有余悸的说道。近日，云港

佳园南门口一辆电动车自燃，熊熊烈

火伴随滚滚浓烟，瞬间将电动车吞

噬，巡视社区的西典书记曹建峰当机

立断，从云港佳园门口的微型消防站

拿出灭火器，迅速将火情控制住。作

为距离居民最近的“保护伞”，微型

消防站的存在尤为重要，微型消防站

以救早、灭小和“3分钟到场”扑救

初起火灾为目标，发生火灾时，受交

通、环境等因素制约，专业消防队往

往很难在3分钟内抵达火灾现场，而

微型消防站恰好填补了这一空缺，在

火势还未蔓延开之前，及时有效的将

火情控制住，开展自防自救工作，既

有效补齐了专业消防的短板，也夯实

了社会消防的基础力量。

为切实提高全民自防自救和抵

御火灾的能力，促进消防安全建

设，进一步提高辖区居民的消防安

全知识及灭火技能，提高安保人员

在面对突发事件时的应急响应能

力，营造平安和谐社区环境，西典

社区联合云港物业，依托社区微型

消防站，共同开展“消防演练进社

区，筑牢安全防火墙”为主题的消

防演练活动。活动过程中，培训人

员对灭火器的使用方法以及相关注

意事项进行了深入的讲解，示范了

动作要领，讲解了火灾发生后的安

全注意事项，随后带领居民与工作

人员一起进行了消防演练，在现场

“手把手”地向保卫处工作人员传

授灭火器的操作方式。另外，实操

了一次消防水带与消火栓的连接，

做到突发火灾时能迅速反应，在消

防车还未来之前，就充分利用本小

区的消火栓灭火。

（韩昀  夏秋玲）

Airport  Economic  Development  

Zone  (Shuofang  Sub-district)  has  

cont inuous ly   opt imized  and  

improved  community  equipment,  

and  estab l ished  communi ty  

miniature  fire  stations  to  further  

improve  the  community's  ability  to  

fight  fires  and  pave  the  "last  mile"  

of  fire  rescue.

G RAS S -RO O T S

GRASS-ROOTS

谢珊山：

勇毅笃行，筑牢卫生监管防线

无锡市高新区（新吴区）卫生

监督所副所长谢珊山同志在卫生行

政执法工作中团结带领卫生监督

员，坚守卫生监管的第一线，展现

出当代卫监工作者勇毅笃行、敢于

担当的榜样姿态。2021年7月，谢珊

山同志被提拔任命为无锡市高新区

（新吴区）卫生监督所所长。

谢珊山同志长期在高新区（新

吴区）卫生健康监管岗位工作，致

力于净化辖区医疗市场，规范医疗

环境秩序，减少和消除卫生安全隐

患，保障广大群众的健康权益。聚

力疫情防控“持久战”，防控工作

有实效。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以来，

严格按照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要求，

发扬“5+2”“白+黑”顽强拼搏、

连续作战的精神，紧盯督查、整

改、提升“三个闭环”管理，狠抓

疫情防控常态化督查，全面排查疫

情防控漏洞，严格落实各项防控举

措。近两年带领全体监督员累计督

导医疗机构近2200家次。2020年，

单位党支部被授予战“疫”一线先

进基层党组织称号。紧抓医疗监管

“全要素”，医疗监管有力度。以

日常监督、“双随机、一公开”监

管和专项整治为基本手段，逐步实

现医疗监督向全要素、全流程辐

射。建立区级相关部门联合监管机

制，每年开展打击非法行医、医疗

美容、疫苗接种等专项督查，两年

来共开展专项行动40余次。2020

年，高新区（新吴区）卫监所被授

予区执法为民先进单位、区文明单

位等荣誉称号。扩大宣传“朋友

圈”，普法工作有特色。开设“健

康新吴”学校卫生普法云课堂，制

作“中+英”双语普法微课，依托腾

讯视频、政府机构官方微信公众平

台等新媒体进行线上发布和推广，

普法微课线上点击量超1万余次，问

答参与达12万人次。打造“卫监释

法”栏目，发布典型性、新颖性执

法案例，用身边案例说身边事，用

身边事教育身边人。

（组织部）

Xie  Shanshan,  deputy  director  of  

the  WND  (Xinwu  District)  Institute  

of  Public  Health  Supervision,  has  

led  health  supervisors  in  health  law  

enforcement,  and  worked  at  the  

front  line  of  health  supervision,  

s e t t i n g   a n   e x a m p l e   f o r  

contemporary  health  supervision  

workers.

In  July  2021,  Xie  was  appointed  

as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of  

Xinwu  District.

Xie  Shanshan:  build  a  strong  defense  line  for  health  super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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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百年沧桑的泰伯图书馆
Taibo  Library 

1994年出版的《无锡县志》中

记载“民国20年统计”，当时有：

天上市（堰桥）村前图书馆，藏书

4397册；万安市（石塘湾孙氏私

塾）教育图书馆，藏书5600册；青

城市（礼社）新民图书馆，藏书

3314册；泰伯市（后宅）图书馆，

藏书6648册。从所藏书籍的数量

看，泰伯市立图书馆居首。

泰伯图书馆占地三丈见方，砖

木结构，三间两层，面南背北，建

筑面积200平方米。屋面四角飞檐，

上下四面各设四扇窗户，通风明

亮。底层中间立四根由砥细花岗岩

鼓墩石奠基的圆柱。地面铺设水磨

大方砖。馆前有呈扇面状斜坡台

阶，两侧各立一圆柱，支撑连接上

层出挑的风雨阳台，铁杆护栏。楼

前原有东西狭长的一片小操场。东

首两棵合抱垂柳，枝条茂盛，摇曳

多姿。馆西与当时的泰伯市立第一

初级小学相邻，期间庭院内植物栽

花，环境幽雅，景色宜人。

馆楼的筹划设计者，乃当时受

聘任小学校长的钱穆（宾西）先

生。他建言时任泰伯市下扇（后

宅）扇董邹茂如，为缓解消弭乡村

街坊间赌风及迷信之风，倡导建图

书馆：“其惟导之使读书乎。”

1922年元旦，举行开馆庆典。

那天鞭炮齐鸣，锣鼓喧天，宾客云

集，盛况空前。街东头沈家桥河浜

内，快船火轮停泊满满，人头济

济，观者蜂拥。赴会名流有无锡的

荣德生、钱孙卿、侯葆三，荡口的

华绎之等。学者侯葆三当日下午在

馆前作开馆典礼演讲，晚上华绎之

请人放映露天电影。倡导读书学

习，推介科学艺术，开当地之先

河。

此盛事，晚清秀才邹纬辰在他

的诗集《晚红轩诗存》一书中，记

有泰伯市图书馆开幕而题的楹联：

“混沌初天集圣贤千古大成增人眼

福；嫏嬛福地搜远近四方秘本慰我

心期”。赞美不已！

又清光绪年间秀才、京师大学

堂毕业、民国初期任无锡县劝学

长、县视学、县图书馆馆长的秦铭

光，在他的出版的《锡山风土竹枝

词》中题为《南北图书馆》诗。诗

曰：“开吴自昔溯文明，聚邑居然

拥百城。南北后先相对起，遥遥堰

里等声名。”并作注：“堰桥胡

氏，于共和初年，经营市立公园图

书馆于村前，并以家藏书籍实之。

泰伯市邹氏踵而行之，辟园馆于后

宅。胡氏以壹修雨人昆仲之力为

多，邹氏以茂如市董之力为多。”

由衷感佩！

馆始立，由于钱穆先生校务缠

身，馆长一职由泰伯市上扇（大墙

门）晚清秀才白蓉初担任。因其时

交通不便，路途往返，或船或步，

辛劳乏力，给馆务管理带来困难，

故不久即请辞。后购置图书，收藏

典籍，纂编目录，定规立章，均由

钱穆先生操劳费心，并兼任馆长。

当时锡城文化界名流钱基博先生曾

捐赠方志千余种。

馆内先后藏书万余册，其中有

康熙年间梦雷编辑、雍正四年

（1726）排印的《中华图书大集

成》一书万余卷，全书目录就有四

十卷；此书全国仅印64套，属稀有

珍品。馆藏有康有为的《新学伪经

考》石印本等大量古典史籍。阅览

室又订有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

及《民读杂志》《东方杂志》《小

说月报》等多种进步刊物。

一开馆，出入馆内的阅览者络

绎不绝。商店职员及在乡学人子

弟，皆借书阅览，半文言半白话的

《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

传》《西游记》等名著尤受欢迎。

1922年秋，钱穆先生离职南下

厦门“集美”执教，后由钱复康、

邹弢、邹天涵等相继任馆长。

1930年泰伯图书馆更名为民众教育

馆，乡村街市不乏求学者，文化气

息浓浓，后宅一地便有多家子弟考

入国内高等学府，更有甚者漂洋过

海，出国留学。

“七七事变”后，图书馆停止

借阅，藏书陆续散失。爱国志士李

子仪在馆内办过医院，医治过新四

军伤病员。当年无锡县军事科长薛

永辉曾来此颁发过新四军地下医务

工作者的委任状。“皖南事变”

后，新四军北撤，日寇驻军于此，

遭致严重破坏。新中国成立后，图

书馆几经维修，先为中学图书室、

师生宿舍，后为食堂餐厅，然原基

原屋无有更改。由于此馆饱经沧桑

颇有历史价值，1984年春，后宅中

学重新修缮，恢复原貌。

（鸿山街道）

Taibo  Library  is  located  in  the  old  

campus  of  Houzhai  High  School  at  

Houzhai  Laozhongjie  in  Hongshan  

Sub-district.  It’s  a  cultural  site  

protected  at  the  municipal  levels  

of  Wuxi.  The  library  was  

established  in  1920  by  Taibo  City  

Board,  and  was  thus  named  Taibo  

City  Library.

泰伯图书馆，位于鸿山街道后宅老中街，后宅中学老校区内，无锡市文物保护单位。建于

1920年，该馆系泰伯市市董会置办，故称泰伯市立图书馆。为20世纪20年代无锡有名的四大图书馆

之一。



图　说 ILLUSTRATED STORY

4948 I L L US T RAT ED S T O RY

华灯初上

万家灯火烘暖梅里的夜

皓月拨开云层，高悬天边 

月莹亮，星亦然

夜空辽阔，群星璀璨，夺目斑斓

月光如流水，绵绵潺潺，倾泻而下

淌在沉静的伯渎河上

淌在人们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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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此刻

片刻即是永恒

圆月牵动飞舞的思绪

将心与心串联

揽一月于心

寄满腔祝福

中秋佳节日

共贺团圆时

（图文：沈生华、梅村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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