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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村调研行百村调研行

本报讯 （记者 吴 琼） 习近平
总书记 4 月 20 日在陕西考察时，为
商洛市柞水县的木耳产业点赞，夸
奖当地村民把小木耳办成了大产
业。记者采访中获悉，木耳成为当
地致富“金耳朵”，离不开苏陕协作、
兄弟携手同行奔小康的不懈努力。

“总书记对发展木耳产业带动
百姓脱贫致富的路子予以了充分肯
定，这对我们是极大的鼓舞，让我们
更加坚定了以产业带脱贫促发展的
信心和决心。”21 日，柞水县委常
委、副县长、高淳对口帮扶柞水工作
组组长杨宏玉在电话里告诉记者，
2017年以来，南京高淳区响应东西
部扶贫协作号召，稳步推进与柞水
的产业合作，全县 60%以上贫困户
都镶嵌到了木耳产业链中，直接带
动9509名贫困人口增收。

为壮大柞水木耳产业，高淳工
作组和南京企业对接，引进菌包生
产设备和先进技术，并搭建平台助
力消费扶贫。发挥苏陕协作资金撬
动作用，累计投入5530万元助力柞
水实施“1153”工程，即发展木耳栽
植 1 万亩 1 亿袋、年产量 5000 吨、
实现木耳产业产值 3 亿元。2019
年，柞水顺利实现整县脱贫摘帽。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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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浅春深，谷雨醉人。4 月 20 日傍晚，无锡
市惠山区洛社镇张镇桥村，整治一新的青龙桥河
畔，一场别开生面的“吃春”吸引了村里的乡亲老
小。八仙桌、小圆桌、宽板凳沿河摆开，青龙桥、马
塔浜、尖上 3 个沿河自然村的村民们纷纷从家里
端来酒菜，一口自家酿的米酒，就一勺喷香的香椿
炒蛋，好不快活。

眼前绿意葱茏、人影婆娑的青龙桥河，如一股
清泉，流进村民胡龙清的心中，“这才像个家的样
子。”老胡啜着小酒，喃喃自语。

胡龙清口中的这个“家”，前些年，却逼得村里
人拼命想要逃。为了挣钱，村里不少人家都在青
龙桥河边搭起违章建筑搞养鸡养鸭、豆腐作坊等
副业，胡龙清也沿河办了个养猪场，养了300多头
猪。钱挣得不多不少，环境却是一天天变遭。“那
河臭的，多走一米都嫌长。”

去年，张镇桥村投资1700万元开展美丽乡村建
设，打出控源截污和生态修复“组合拳”治理青龙桥
河。经过一年多的整治，青龙桥河水质从劣五类提
升到三类，沿河还建设连心桥、清风林、亲水小径等
景观小品，水清、岸绿、景美的张镇桥村，又回来了。

“家”回来了，可养猪场也关了，胡龙清没了生
计。在村里的帮助下，胡龙清被介绍到同村人黄
文伟创办的龙头企业文汇钢业打工，早上工、晚下
班，每天身上干干净净，一年挣 10 万元。今年以
来，受疫情冲击，不少企业经营面临困难，文汇钢
业却凭着高技术产品，拿下欧洲一个知名品牌10
年的“长单”。这下子，胡龙清干得更带劲儿了：

“老板说了，今年的工资只涨不跌。”
“村辖区内现有企业 85 家，年产值 11 亿元，

全村老百姓可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张镇桥村党总
支书记谢玲告诉记者，雄厚的产业基础给村里积
累了厚实的“家底”。去年，村级可支配收入达
1300 万元。这笔钱，一部分拿来投资增值，一部
分投入美丽乡村建设，还有一部分，用来给村民发
福利。失地农民补贴，和谐家园保险补贴，人身意
外险补贴，“福村宝”互助医疗补贴，再加上股金分
红，村里每年在补助、分红上的投入超过百万。

家门口就业拿工资，分红补贴从年头拿到年
尾，这样的小康日子，村民陈杏珍却还是感到不满
足。“打从村里搬到楼里，老乡邻见不着了，有难事
也不知找谁说。”作为洛社镇最大的农民集中安置
片区，张镇桥村共有 17 个村、社区的拆迁百姓安
置在此，常住人口超过2.2万。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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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疫情防控中，一个小小的
“健康码”，让人们对区域一体化发展
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城市和区域之间
若以邻为壑，就会“码”“码”不通，有
百害而无一利；反之，则会“码”“码”
相通，有百利而无一害。

没有一体化，疫情防控中的数据
共享、群防群治、复工复产将举步维
艰；污染防治中的大气治理、水体治
理会事倍功半；打击非法集资中的信

息互通、步调一致就是镜花水月；区
域创新中的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犹如
画饼充饥。时至今日，人们对一体化
发展重要性的认识今非昔比，推动一
体化发展的积极性今非昔比。尽管
如此，抓一体化发展，仍有“隔离墙”
亟待拆除。

这种“隔离墙”，首先“隔”自于
“视角盲区”、“离”自于“目光短视”。
比如，有的地方不能正确看待“我”与

“我们”、“小我”与“大我”的辩证统一
关系，把自身发展与区域发展简单割
裂甚至对立起来，有意无意为地区合
作和区域一体化制造“小障碍”“小疙
瘩”。再比如，有的地方缺乏战略眼
光，不能正确处理当前和长远的关
系，锱铢必较于当下得失而疏忽于长

远收益的考量。这类“盲区”和“短
视”，成为阻挡一体化发展的“绊脚
石”“拦路虎”。

与之相比，“机制虚席”或者说
“制度供给不足”则是更隐蔽、更深
层、影响更大的“隔离墙”。比如，保
护生态环境是大家的事，可有人为保
护生态牺牲了经济，有人没有支付成
本却享受了相应的福利，生态保护地
区与生态受益地区之间、流域下游与
流域上游之间如何在利益让渡与补
偿中实现和谐？再如，区域间交通基
础设施建设影响深远，但劣势地区往
往担心，交通畅通后巨大的“虹吸效
应”会不会卷走本地区的发展资源，
交通一体化之后的“进”与“出”如何
实现平衡？ ▶下转2版

拆除一体化发展的“隔离墙”
李 仑

本报讯 （记者 顾 敏） 4 月 23
日，省政协召开十二届三十四次主席
会议，围绕“创新农村治理体制机制、
促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进行专题
协商。省政协主席黄莉新主持会议
并讲话。省委副书记任振鹤到会听
取意见并讲话。副省长赵世勇到会
通报情况。

会议采用视频连线方式举行，
18 位政协委员和基层干群代表分别
在省政协主会场和宿迁、南通、苏州
三个分会场以及通过手机连线方式
发言。会前，60 多位省政协委员通
过“掌上履职”APP提出意见建议。

黄莉新说，近年来，省委省政府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
农”工作的重要论述，采取一系列强农
惠农富农政策举措，推动我省“三农”
工作走在前列。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
发展总方针，围绕省委省政府部署要
求，坚持党建引领构建乡村治理新格
局，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健全农村市
场机制，促进农业和粮食稳定发展农
民持续增收；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提高
扶贫的质量和成色；加快新型农村社
区建设，大力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完
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不断提高农民
获得感幸福感，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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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莉新主持 任振鹤参加

“我们伽力森生产的饭、面等终
端健康食品，在疫情期间都已实现量
产。下一步，我们将加快企业上市步
伐。”“我们大地蓝公司在千垛景区新
上了一个工业旅游项目，正在申报立
项，但在办理用地手续上还需要政府
多关心。”⋯⋯

25 日早上 7 点 45 分，一场企业
家早茶会在兴化城区清风茶社举
行。兴化市委书记叶冬华、市长方捷
与翟海平、王钦民、戴香莲等10位企
业家茶叙，当面倾听企业家心声。书
记、市长与企业家共进早餐，这在兴
化还是第一次。

“今天请大家一起来吃个早茶，主

要是想听听各位企业家近期遇到的、
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一道道带有兴
化特色的早茶陆续端上餐桌。叶冬华
等与企业家边吃边聊，气氛热烈。

“宫总你上次反映的企业贷款续
担保问题，市政府已通过多方努力帮
你们协调解决了。”方捷端着茶杯，走
到江苏申源集团总经理宫友军面
前。“多谢市长关心，我们公司前几年
面临的资金周转难题得到很大缓
解。今年虽受疫情影响，可企业年销
售额预计可达25亿元。”

叶冬华说，“我们马上新建一个微
信群，只要企业提出问题，我们就可以
最快最直接地答复，破除中间环节及
中梗阻。”说着，叶冬华、方捷拿起手
机，与企业家挨个添加微信好友。

顾介铸 董 鑫 吴俊翔

政企早茶会品出暖心味

▶ 今日推荐

▶ 相关报道详见 2 版

连续6次获评江苏省文明城市的海安，正全力冲刺全国文明城市。海安市委书记顾国标说，文明城市是
让市民获得满满幸福感的“风景”，不是远远欣赏的“盆景”。海安把满足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出发点，
既抓好重点民生工程等大事，也做好微空间改造提升等小事，努力用“绣花功夫”打造宜居宜业幸福之城。

海安：便民利民，细微之处见文明

特 写

25日，镇江市举办迎“五一”专场招聘会，为重点缺工企业复工复产保驾护航。 文 雯摄 视觉江苏网供图

4 月 25 日，苏州召开生物医药发
展大会，全面吹响打造生物医药产业
地标集结号，力争十年内集聚企业超
万家、产业规模破万亿，建成国际知
名、国内最具标识度、最具影响力竞
争力的“中国药谷”。

“ 打 造 生 物 医 药 产 业 地 标 ，是
事关城市未来发展、事关人民群众
福祉的一件大事，怎么重视都不为
过。”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蓝绍
敏说，“苏州要在踏准全球科技进
步和产业格局新浪潮中，加速推动
形成‘说到苏州，就是生物医药；说
到生物医药，中国就看苏州’的发
展共识。”

以“一号产业”造就产业新地标

2011年落户苏州，不到7年就从
一个不足 10 人的团队，成长为在香
港上市、全球规模最大的未盈利生
物制药公司 IPO，并第一次将中国
发明的原创药卖出 15 亿美元的国
际价⋯⋯信达生物在苏州缔造的发
展奇迹，成为苏州精心布局和悉心培
育生物医药产业的最佳体现。

从把生物医药列为战略性新兴产
业予以推进，到构建先导产业创新集
聚区，再到打造生物医药产业地标，苏
州深耕生物医药产业的足迹，见证了
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在转型升级和创新

发展上的高度自信和坚强定力。
“苏州布局生物医药产业时间

早、热度高、扶持力度强、取得效果也
好。”正如信达生物首席运营官周勤
伟所说，目前，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已
覆盖原料、研发、制造、流通、服务等
环节；集聚了 56 位“国家级重大人才
引进工程”人才、283 位姑苏领军人
才、209 位省双创人才和近 5 万名创
新人才；产业规模达 1728 亿元，成功
入选首批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
群。尤其是苏州工业园区，更是与北
京中关村、上海张江同列中国生物医
药园区第一方阵。

在生物医药产业上积累的雄厚
资本，成为苏州朝着更高目标发起冲
击的坚实基础。今年初，苏州实施开
放再出发发展战略，响亮提出“以开
放促进产业转型，提升苏州的高端产
业引领功能”。苏州在国内率先提出
对标“全球药谷”美国波士顿，打造独

具魅力的“中国药谷”，其具体呈现就
是一个产值达万亿级的产业地标。

“吃老本跑不出‘加速度’，不加
油轰不出‘推背感’。打造‘中国药
谷’，正是为发展加速，给未来加油。”
蓝绍敏说，任何一座标杆城市的诞
生，都离不开战略性、引领性支柱产
业拔地而起。曾经，电子信息产业支
撑起苏州 30 多年的发展，至今仍在
释放深度发展的红利。现在，苏州提
出将生物医药作为“一号产业”来打
造，就是要再造一个万亿级产业，支
撑苏州未来 10 年、20 年乃至更长时
期的可持续发展。

以“三个最”实现高原之上筑高峰

打造世界级产业地标，苏州精准
定位“产业靶点”，以“最全产业链条”容
纳各类企业基石，以“最强产业集群”吸
引多领域人才工匠，以“最优产业生态”
汇聚强大产业气场， ▶下转3版

全力打造世界级生物医药产业地标

苏州：“一号产业”点燃城市梦想

4月24日，随着最后一位重症患
者核酸检测结果转阴，湖北省及武汉
市所有新冠肺炎重症病例实现清零。

从一度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
主战场、最高峰一天新增1.3万多例，
到无新增确诊病例、重症清零，医疗
救治工作取得重大胜利，武汉人民和
全国人民携手，从冬到春。

上下同心者胜，众志成城者赢。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面对新

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
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
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14 亿人守望相助，为彻底打赢疫
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凝
聚起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磅礴力量。

一方有难，八方驰援

4月18日，距离武汉“解封”已过

去10天。晚上7点，列车长辛佳乐登
上武汉开往漯河的 G554 次高铁。1
月 23 日武汉关闭离汉通道当天，他
值乘的就是这趟车。

辛佳乐在列车上工作了 7 年，
每年春运，看到的是满载的车厢，
感受着乘客们踏上返乡路途的喜
悦。而今年，他第一次面对空无一
人的车站。

▶下转4版

上 下 同 心 ，守 望 相 助
—— 中国抗疫众志成城的生动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