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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张家港市永联村是中国农
村发展的一个显著标杆。

1970年，永联村在长江边上围垦建
村，40多年来，从当时苏南地区最小最穷
的一个村，发展成为全国农村前三甲，连续
被评为“全国文明村”。

可以说，永联以一个村庄的努力融入
到波澜壮阔的时代大潮中。今年10月1
日，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群众游行活
动中,永联村党委书记吴惠芳登上“希望的
田野”彩车，缓缓从天安门前经过，向全国
人民展示了中国农村的巨大成就。

“乘坐彩车驶过天安门，不仅是我个人
的光荣，更是对永联村发展的充分肯定。”
吴惠芳说，永联村将以此为新起点，大力弘
扬“张家港精神”，凝心聚力谋发展，接续奋
斗再出发，继续当好乡村振兴排头兵。

四个99%，见证一个标杆的成色

走进永联小镇，便看到一排排、一幢幢
高楼整齐有序地坐落在小镇一隅，楼房旁
河流环绕，将小镇拥入怀中，一推开窗便能
嗅到江南水乡的雅致和风韵。再往里走，
拐到商业街上，各类商铺饭馆敞开大门，招
朋引客，处处透着繁华与热闹。

探访永联，你很难不为其建设成就而
惊叹。目前，永联村实现了“四个99%”：
99%的村民享受到了城镇居民的生活环境
和条件；99%的耕地实行了集约化、规模
化、市场化经营管理；99%的劳动力实现了
就地就业；99%的村民享受到了比城镇居
民更加优越的福利和社会保障。

数字的背后，是一个村级经济强盛、村
民生活富裕、村庄文明有序的永联村——

今年9月，永钢集团再度入围2019中
国民营企业500强和中国民营企业制造业
500强，为村级经济立起“坚实臂膀”。永
联先后建成4000亩苗木基地、3000亩粮
食基地、400亩花卉果蔬基地、100亩特种
水产基地以及500亩江南农耕文化园。这
个时节，瓜熟花红、稻浪滚滚，为农民带去
丰收的喜悦。永联江鲜美食街上，各类特
色餐饮名店人满为患，来自全国各地的游

客让小镇热闹不已。
永联小镇拔地而起，1万名农民从田

间老屋搬进了宽敞楼房；学校、医院、农贸
市场、商场等现代化公共设施一应俱全，幸
福在每个人心间洋溢；50亩农民创业园
里，建有8幢标准型厂房，水电气等工业配
套完善，为农民搭建起挥洒梦想的舞台。

永联村里的“村民议事厅”宽敞明亮，
在这里，百姓矛盾问题大家议、百姓利益诉
求民主谈这一理想照进现实。永联设立多
年的“文明家庭奖”，让说文明话、做文明事
成了村民们的自觉要求。永联社会文明建
设联合会，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引导村民共
同参与公厕文明建设、交通文明建设、祭祀
文明建设和餐饮文明建设中。

如果从高空俯视永联，可以清晰地看
到，占地6000多亩的新型工业区——永
钢集团，占地1000多亩的农民集中居住
区——永联小镇，以及占地8000多亩的
现代农业区三块区域在永联村12平方公
里范围内交相辉映，共同勾勒出一幅中国
新农村的瑰丽画卷。

核心优势，诠释一个标杆的价值

这些年，很多人来到永联，为其发展成
就而震撼之余，也发出了“永联的经验我们
学不来”的感慨。确实，得益于永钢集团的

“输血”，永联在发展中有了强有力的资金
支持，拥有了无法比拟的优势，各项事业得
到了长足进步。对于其他的乡村来说，这
样的优势显然是难以复制，因此，从这个角
度看，永联村的发展经验确实学不来。

但事实真是如此吗？
“实事求是地说，永联成功抢抓工业化

的机遇很难再重复，永联的成就也不是一
朝一夕能够实现，但这并不意味着永联村
没有可以推广复制的经验。”在吴惠芳看
来，永联在发展过程中，永不满足的精神追
求、坚持不懈的制度创新以及以人为本的
发展理念，堪称永联发展的核心优势，为当
前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借鉴。

先说精神追求。回顾永联村的发展历
程，永联人不甘落后，迎难而上，团结拼搏，

一举创造了农村改革发展的奇迹，这种奋
勇争先的劲头正是当下推进乡村振兴所需
要的。

地势低洼、十涝九灾，面对恶劣的地理
条件，永联人毫不气馁，把低洼地开挖成鱼
塘养鱼，并填高鱼塘周边的土地种粮食，实
现了养鱼和种粮的双丰收，淘到了“第一桶
金”。乡镇企业大发展阶段，永联人克服重
重困难，创办永联轧钢厂，走上了工业化的
道路。步入新世纪，永联村又自筹资金10
亿元，用341天上马了百万吨炼钢项目，一
举将永联轧钢厂发展成为大型钢铁联合型
企业。

再看制度突破。永联之美，不仅在于
建得好，还在于管得好。永联能够开创当
前的美好局面正是永联不因循守旧，敢于
改革，创新乡村治理机制的结果。

针对永联工业化、城镇化建设过程中
出现的新问题，永联也积极转变思路，挂牌
成立永联景区管理领导小组，实现公共管
理、公共服务在城乡间的均等化；在永联小
镇成立永合社区，承担社区计划生育、民事
调解等社会管理和服务职能；建立各类社
会组织，为社会治理提供有效补充。目前
形成了由永联景区管理领导小组、永合社
区、永联村经济合作社、永钢集团、社会组
织等五个乡村治理主体构成的多元化、立
体化治理结构体系。

还有以人为本的理念。乡村振兴，最
终是要实现村民的宜居宜业，具有获得感
和幸福感。永联始终把百姓装在心里，优
先考虑农民利益。

永钢集团先后两次进行股份制改造，
为村集体保留25%的股权，使村民集体的
利益不受损害。2006年，永联村自筹资金
30多亿元，建设永联小镇，将每套140平
方米的房屋，分配给每户村民家庭，同时配
套建设学校、医院、农贸市场、商场等现代
化公共设施，优化便利村民的生活。

求解现代化，体现一个标杆的担当

9月29日，永联村、永钢集团两个党委
在永联议事厅组织召开了“致敬祖国70

年 奋进村企现代化”座谈会。永联村以率
先实现“2022年农业农村基本现代化”为
目标，振奋精神再出发，补上村庄发展存在
的短板。

在吴惠芳看来，尽管永联当前有了一
定现代化的基础，但仍然要时刻审视自己
的不足，尤其是在生活富裕和乡风文明两
个方面持续发力，“就拿生病这件事来说，
光因病致贫的，村子里就有140多户，这样
怎么算得上富裕呢？”

永联村通过增加就业机会、创造经
营商机，鼓励村民就业创业，让他们在共
建中共享发展成果。永联充分发挥永钢
集团的企业优势，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
本村村民，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增强村民
的持续增收能力；加大加快农民创业园
的建设，为农民提供创业的平台，以创业
促就业，让有能力的农民实现自己的创
业梦想；成立劳务派遣公司吸纳低能劳
动力，与周边企事业单位达成合作，解决
低能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除了生活上实现富足，乡风文明也要
谋求新突破。永联倡导村民由“苦身子”向

“苦脑子”转变，由“富口袋”向“富脑袋”转
变，力求提高村民的文化、文明素养，改善
村民的精神面貌，培养其主人翁意识，使他
们养成科学、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9月20日，永联村召开永联区域生活
垃圾智能化分类项目推进协调会议，旨在
全面提升居民文明素养，引导居民践行垃
圾分类，树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积极向上
的生活态度；9月25日，永联农耕文化园
内，古法龙窑首次开窑亮相，吸引了众人前
来领略龙窑文化和柴烧陶瓷的魅力……永
联坚持“以文立乡”“以文化人”两个关键
点，始终让文化浸润这座村庄，让文明滋养
每位村民。

永联小镇的广场上，永联村标志性雕
塑“金手指”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这只寓为

“创造”的金手指，记录着永联村“白手起
家”，用双手创造美好生活的故事。没有完
全握紧拳头则象征永联村还有着大批的发
展空间，也预示永联村的未来，有着无限的
可能与希望。 李仲勋 宗志鹏

张家港永联村勇挑新时代责任担当张家港永联村勇挑新时代责任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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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位于太仓市生物医药产业园的信
立泰（苏州）药业有限公司研发的“注射用重组特立
帕肽”即将获批上市，成为该生物医药产业园孵育获
批的第一支新药。

据悉，注射用特立帕肽是骨质疏松治疗药物，是
目前唯一获FDA批准的能促进骨骼形成的药物。
2002年特立帕肽在美国上市，2011年进入中国获
批。2017年3月，首个国产特立帕肽生物类似药获
批上市。Insight数据库显示，特立帕肽目前有12
家在研企业。信立泰（苏州）的类似药此次获批上
市，将成为该品种国产第2家。

生物医药产业是太仓市大力发展的战略性新兴
产业。目前，太仓市生物医药产业园内共集聚生物
医药企业60余家，拥有昭衍（苏州）新药研究中心、信
立泰（苏州）药业、赛业模式生物研究中心等多家规
模生物医药企业，形成了生物制药、医疗器械和医药
服务外包三大产业方向，包含药物研发、动物实验、
中药生产、安评检测、药品生产、医疗器械等领域，基
本覆盖了产业链上的每个环节。 （顾 婷）

太仓生物医药产业园

“孵出”首支获批新药

本报讯 10月17日，第二届旗袍文化周在苏州
市吴江区旗袍小镇启幕。一系列的主题文化活动及
演出将陆续上演，为吴江市民及广大游客带来一场
文化与视觉的盛宴。

启幕现场，由旗袍小镇精心打造的系列文创产
品精彩亮相，巧妙地把旗袍元素和丝绸文化、江南水
乡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加以提炼和构思，利用现代制
作工艺和新型材质，进行创造性转化。手机壳、陶瓷
杯、镭射包、丝巾、钥匙扣等产品，将艺术性与实用性
相结合，既孕育了深厚的文化元素，又充满了时尚的
现代感。此举促进了小镇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打造
了“旗袍小镇文创”特色新名片。

据悉，自2017年5月开业以来，旗袍小镇凭借其
独特的文化优势、产业优势、旅游优势，已荣获了“江
苏省纺织服装行业特色小镇”“2017苏州市十大民心
工程入围奖”“第二批江苏省旅游风情小镇创建单
位”“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实习基地”“第三批吴江
区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等多项荣誉。未来，小镇将继
续积聚特色鲜明的发展优势，力争建成集文商旅一
体的国内知名旗袍华服和丝绸文化创意产品高地，
为吴江打造丝绸文化传承与发展标杆发出小镇声
音、贡献小镇力量。 （张 珺）

吴江第二届旗袍文化周

惊艳亮相

不忘初心，与苏州共成长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苏州自古就是一座令人向往的宜居城

市，吸引了大批新苏州人来这里安居乐业，
也吸引了众多品牌房企来此开发。2004
年，可谓外来房企进驻苏州的元年。这一
年，中海来了，招商来了，来自新加坡的仁
恒也来了。至此，苏州开启了本、外地房企
共同开发的格局。

2006年，世茂将目光聚焦到了苏州，大
手笔摘得运河畔地块，打造建筑面积达150
万平方米的世茂运河城，真正开始了在苏州
的“造城运动”。这样的魄力，无论是在当
时，抑或是放到现在，都是一个令人震撼的
举动。在开发的过程中，世茂将享誉业界的

“滨江模式”带到了苏州，焕新古城生活。
市场因政策而变动。受调控政策影

响，苏州房地产市场也是起起伏伏，既有低
谷，也有回升。不过无论市场环境如何转
变，世茂深耕苏州的初心不变。2013年，世
茂三个全新项目陆续面市——世茂·御珑
墅，苏州西低密度纯墅；世茂·石湖湾，东方

湖畔意境代表建筑；世茂·铜雀台，是世茂
挥师东进、首入园区打造的高端人文项目。

在苏州，世茂奋斗的步伐并未停止。近
年来，世茂先后与多家品牌房企合作开发了
多个精品项目，如紫郡兰园，以“六园十二
景”传承东方雅韵，打造时代精品；荷岸晓
风，则以人本主义设计理念，匠营高技空间、
宽境人居。

挖掘地区文化，打造城市人居

今年4月，“融古铸今——古丝路建筑
和当代设计作品展”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
处所在地万国宫拉开帷幕，世茂铜雀台是
罕见受邀的中国建筑界代表。该项目是世
茂探索“建筑与人文”的典型样本，从一阁
一瓦、一檐一榫的细节，到园林空间的分
隔、景观意蕴的调和，再到联手非遗传人共
同对空间装置的设计和雕琢，传承和创新
中国文化。

事实上，世茂十分注重挖掘地区文化，
以文化赋能城市人居，从项目的案名便可
见一斑。如世茂运河城，挖掘运河文化，打
造滨水住宅。时至今日，大运河文化带建

设已成为政府打造的重点工程；世茂石湖
湾，积极探索石湖文脉，与石湖及石湖公园
互动，强调与自然和谐共生……

此外，世茂苏沪地区公司深化集团战略，
率先启动地区文化深耕。一方面，“东方胤
社”文化研习平台成立，在建筑人居与民族文
化传承领域不断创新；另一方面，作为“非遗
传承计划”先行者，开发青少年非遗传承
STEM课程知识，让民族技艺技法得到传承。

“我们相信只有生根城市才能真正发现
城市的魅力，才能塑造真正的城市人居文
化，才能让作品成为时代精英争藏的贵重生
活资产。”世茂苏沪地区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蒋立丰表示，建筑物是有内涵的，是人们内
心的延展，世茂将会用特殊的建筑工艺来呈
现和解读中国文化，持续传承和发扬东方文
化，这也是世茂作为一家责任企业的使命和
担当。

当下，城市在更新，市场在变化。苏沪
世茂将继续秉承“缔造生活品位，成就城市
梦想”的理念，一如既往地深耕苏州，敬畏土
地、善待土地，深刻洞察客户需求，打造契合
这座千年古城的好产品，更好地满足市民对
美好居住的向往。 苏 钰

与时代同行，向未来奋进。

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也是世茂集团成立

30周年。30年来，世茂锐意

开拓，发力地产、酒店、商业、主

题娱乐、物业、金融、教育、文化

等多个领域，精彩描绘一幅幅

波澜壮阔的奋斗画卷。

数字是最直观的体现。截

至目前，世茂在全球的业务布

局超过100座城市，已完成或

正开发运营超300个项目，为

近240万业主和用户提供生活

服务，运营25家国际知名品牌

酒店，运营及筹开中的自主品

牌酒店82家，拥有48个商业

项目，7个主题娱乐项目。

长三角区域是世茂布局的

战略要地。苏州，作为长三角城

市群的核心城市，抢抓一带一

路、长江经济带、长三角区域一

体化发展等国家战略带来的叠

加机遇，一直是世茂发展的重点

区域，至今已深耕13载。世茂

集团董事局主席许荣茂表示，苏

州一直是世茂集团深耕发展的

地区，各个项目都进展顺利，对

未来在苏州的进一步发展充满

信心，希望在苏州不断拓展合作

领域，实现互利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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