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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8日，苏州高新区科技金融
合作创新示范区发展大会上，苏州高
新区与国开行、农发行等4家银行战
略合作，总计新增授信785亿元。同
时，苏高新金控联合苏州科技城、苏高
新集团、江苏银行，共同发起设立总规
模100亿元医疗器械产业母基金，主
要用于区内江苏医疗器械产业园内医
疗大健康产业发展。

“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科技和金融
作为两大活跃分子缺一不可。我们围
绕发展实体经济定位、营商环境优化
提升，放大科技金融‘倍增效应’，推进
金融服务‘升级加码’。”苏州高新区党
工委副书记、虎丘区区长毛伟说，苏州

高新区正尽最大努力发挥金融资本在
科技开发、成果转化、产业发展等方面
重大作用，让这两股力量在充分融合
中找到最佳发力点，为苏州高新区打
造最强产业高地、构建最佳生态体系
架起最优金融支撑。

苏州高新区科技和金融深度融
合经过多年深耕细作积累了较好发
展基础。目前，全区集聚着31家银
行总部机构，63家保险业金融机构，
占苏州市的四成以上；打造省级特色
小镇——苏州金融小镇，集聚起628
家基金机构，管理资金规模1000亿
元。另一方面，全区集聚着近百家国
内外顶尖院所机构， ▶下转3版

苏州高新区发力锻造长三角重要产业资本中心

精准滴灌，
高新产业迎金融活水

新华社北京7月20日电 近日，中
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
举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并发出
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

通知指出，《条例》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
党章为根本遵循，深入贯彻党的十九
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
神，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是新时代基

层党组织选举工作的基本遵循。
通知强调，《条例》的制定和实施，

对于发扬党内民主、尊重和保障党员民
主权利、规范基层党组织选举，增强基
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力，把基层党
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
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
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巩固党长
期执政的组织基础，具有重要意义。

通知要求，各级党委要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加强组织领导，
强化监督问责，确保《条例》落到实处。
要认真抓好《条例》宣传解读和学习培
训，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深入领会
《条例》精神，全面掌握《条例》内容，切实
增强贯彻落实《条例》的思想自觉和行动
自觉。各地区各部门在执行《条例》中的
重要情况和建议，要及时报告党中央。

▶ 《条例》全文详见 9版

中共中央印发

《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

7月20日，省统计局和国家统
计 局 江 苏 调 查 总 队 联 合 发 布
2020 年上半年江苏经济运行情
况。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
果，1- 6 月，全省地区生产总值
46722.92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
同比增长0.9%。

“从一季度同比下降5%到上半
年实现正增长，在多重矛盾和困难叠
加的情况下，这一成绩来之不易。”省
统计局负责人分析说。上半年，全省
上下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
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有效应对新
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严峻考验和复杂
多变的国内外环境，复工复产复商复
市加快推进、主要指标增长持续回
升、民生保障有力有序、市场预期整
体向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取
得显著成效。

主要指标回升，经济韧性显现

翻看“半年成绩单”，全省经济
社会发展持续向好的态势令人倍感
振奋。

一方面，主要经济指标持续回
升，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增强——

从供给端看，农业生产稳定向
好，上半年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同
比增长3.9%，比一季度加快1.1个百
分点；工业生产基本恢复，全省规上
工业增加值增长1.1%，当月增速连
续4个月正增长；服务业发展持续回
升，1-5月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
营业收入同比下降3.4%，降幅较1-
2月收窄8个百分点。

从需求端看，固定资产投资加速
回暖。上半年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
比下降7.2%，降幅相比一季度收窄

13个百分点，实现降幅连续4个月
收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月
虽同比下降9.4%，但降幅较一季度
收窄8.7个百分点。此外，作为评价
进出口贸易规模的重要指标，规模以
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下降5.1%，
降幅较一季度收窄7.1个百分点。

供给需求利好信息释放的同时，
上半年多数行业快速恢复，新兴动能
加快成长——

“进入二季度，全省加快推进复
工复产复商复市，多数重点行业增速
明显回升，新兴领域动能持续增强。”
省统计局负责人分析认为。

就工业来看，上半年全省列统的
39个行业大类中22个行业增加值
实现正增长，比一季度增加15个；与
一季度相较，36个行业增速有所加
快或降幅收窄。值得一提的是，1-6

月全省医药制造业增长11.2%，累计
增速连续4个月保持在10%以上。

就服务业来看，1-5月全省列统
的35个规上服务业行业中30个行
业增速加快或降幅收窄。其中新兴
服务业发展跑出“加速度”，1-5月，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互联网和相
关服务业同比分别增长 16.3%和
14.7%，比 1-2月分别加快 7.8 个、
13.7个百分点。此外，受疫情期间网
络购物快速增长带动，上半年邮政业
实现13.1%的增长。

上半年，先进制造业快速发展，
带动新兴动能释放“潜能”。1-6月，
受电子、医药行业拉动，全省高技术
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8%；高新
技术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进一
步提至 47.07%，也较一季度提高
0.24个百分点。 ▶下转6版

经济发展韧性增强 多项指标实现回正

上半年江苏经济增长0.9%

城市更有魅力 项目更具品质 人民更加满意

亭湖旧城改造
托起“稳稳的幸福”

新华社北京7月20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7月20日晚同赞比亚总统
伦古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对全世
界是一次严重危机和严峻考验。面对
疫情，中非双方坚定站在一起，相互声
援、并肩战斗。在中国抗疫初期，包括
赞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给予了我们宝
贵支持。非洲暴发疫情后，中方感同
身受、率先驰援，积极提供物资援助，
分享防控经验，帮助非洲国家提升疫
情防控能力和水平。我多次呼吁加大
对非洲国家支持力度。中方正加紧落
实有关举措，将继续尽己所能支持赞比
亚等非洲国家抗疫努力，恢复经济社会
发展。相信赞方将继续为在赞比亚的
中国公民和企业生活工作提供保障。

习近平强调，近年来，中赞友好合
作关系保持良好势头，在涉及彼此核心
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疫
情虽然给两国面对面交流带来困难，但
中赞团结合作一直在推进。中方愿同
赞方同舟共济、共克时艰，落实好中非
团结抗疫特别峰会成果，在做好疫情防
控的同时，研究采取灵活多样方式，稳

步推进两国合作。双方应加强协调配
合，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维护多边
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合法权益。相信
通过这次携手抗击疫情，中赞关系将迈
向更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伦古表示，赞方高度珍视赞中友
谊，感谢中方多年来为赞比亚经济发
展提供大量宝贵支持。赞方高度赞赏
习近平主席在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
上提出的倡议主张，感谢中方为非洲
抗疫提供的支持，相信中方的成功抗
疫经验以及疫苗、治疗药物等方面成
果将为非洲国家战胜疫情增加信心并
发挥重要作用。中国是赞比亚人民的
伟大朋友。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
上，赞比亚将坚定同中国站在一起。
赞方将继续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坚定支持中国政府在香港、新疆等问
题上的正当立场和举措。赞方欢迎中
国企业赴赞投资合作，愿同中方密切
沟通协调，加强多边合作，维护发展中
国家共同利益。

新华社北京7月20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7月20日晚同巴勒斯坦国
总统阿巴斯通电话。 ▶下转2版

习近平同赞比亚总统
巴勒斯坦国总统通电话

新华社北京7月20日电 反映习
近平在福州工作情况的采访实录《习
近平在福州》，近日由中共中央党校出
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1990年4月，习近平从闽东的宁德
地委书记调任省会城市福州市委书记，
在这里工作了六年整。他在深入调研基
础上对福州发展作出系统谋划和整体
设计，全力推进改革开放，广泛开展内
引外联，推动福州实现跨越式发展。

采访实录《习近平在福州》共23
篇，从不同角度记述了习近平在福州
工作的主要经历，讲述了他领导和推
动打造“闽江口金三角经济圈”、建设

“海上福州”、保护城市文脉、进行旧城

改造、真诚关注民生、指导干部下访、
倡导“马上就办”等生动故事，全面展
现了习近平着眼长远、胸怀全局的战
略思维，大刀阔斧、科学决策的领导艺
术，脚踏实地、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
心系人民、情暖民心的赤诚之心。

历史记录着福州的沧桑巨变，也
记录着习近平的领导风范。党员、干
部学习这本书，可以从书内故事中读
出大道理，从家国情怀中感受大担当，
从奋斗历程中汲取大智慧，从众人口
述中洞察大时代，深入学习领会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
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增强践行初心和
使命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习近平在福州》出版发行

危急时刻，总有一群身影令人动
容；紧要关头，总有一种颜色逆向前行。

长江突破最高水位！太湖启动红
色预警！淮河流域压力巨大！汛情就
是动员令，险情就是冲锋号。在防汛
抗灾最吃劲最关键的关口，中央要求
广大党员干部要冲在一线、打好头阵，
让党旗在一线高高飘扬。连日来，江
淮大地响彻一个声音——“我是党员，
我先上”。不论年龄、不分职位、不计
得失，全省党员暴雨中迎难而上，黑夜
里坚守一线，堤坝上严阵以待，最大限
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共同
挺起防汛抗灾的“红色脊梁”。

冲锋陷阵，是初心召唤

“扬锻老厂区出现倒灌，请火速
赶往！”地处长江和古运河交汇处的
扬州瓜洲镇四里铺社区发现险情，由
于长江水位升高，排水管道形成倒
灌，再加上风大雨急，江水在排水口
迅速形成水洼，积水面积越来越大，

逐渐向周边民房蔓延。
险情就是命令。四里铺社区党总

支书记臧卫民振臂一呼：“同志们，跟
我上！”10多名党员干部立即排成长
队，将早已备好的沙包运至倒灌点，半
小时后，出水口堵住了。当水位不再
上涨，臧卫民又马不停蹄地运来水泵，
将积水排入长江，以防内涝。

确保江河湖库堤防稳固和城市安
全度汛，必须与时间赛跑，同汛情较
量。这场硬仗，党员干部始终站在第
一线，冲在最险处，用血肉之躯守护一
方安宁。

苏州吴中光福冲山半岛，太湖水
位达4.73米，超警0.93米，超保0.08
米，逼近5米高的堤岸。“水位一旦超
过4.8米，我们就要迅速进行人员安
全转移。”20日上午，太湖渔港村党总
支书记蒋兵指着身后低于大堤2米多
的村庄说，“太湖已经成了我们头顶上
的‘悬湖’。”

就在3天前，网格员发现村里的红

浮山出现山体滑坡，落石滚到居民家
门口，但任凭网格员怎么劝说，两位八
旬老人就是不肯离开老房子。“人命关
天！村干部就是要在关键时刻发挥作
用。”蒋兵得知情况后，无暇考虑可能
出现的二次滑坡，立马赶到老人家中，
通过仔细劝说将其转移到安全地点。

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共产党
员。堤坝有散浸，有人拿起铁锹直奔
现场处置；排水口堵塞，有人跳入水
中徒手清理树枝杂物；居民被围困，
有人涉水解救蹚出“生命通道”……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
党和人民牺牲一切”，入党誓词中的铮
铮诺言，他们从未忘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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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打赢防汛抗洪硬仗

本报讯（记者 吴 琼）20日，
长江南京下关站潮位再创历史新
高，达10.32米。全省水情形势异
常严峻，53站水位超警超保，主要
分布在太湖、沿江、秦淮河、固城湖、
石臼湖、水阳江、滁河等地区。

太湖仍维持高水位，在4.71米
上下浮动，苏南运河丹阳以下全线
超警，20日7时超警幅度0.4～0.8
米。长江支流河湖水位高位波动，
滁河、固城湖水位继续大幅上涨，
20日7时，滁河晓桥11.98米，上涨

0.51米；固城湖12.06米，上涨0.29
米。秦淮河、石臼湖水位略有回落，
水阳江水位基本维持。“淮河2020
年第1号洪水”于17日形成，20日
7时，淮河吴家渡流量6580立方米
每秒，增加1230立方米每秒；洪泽

湖蒋坝水位12.4米，上涨0.14米。
当前，长江南京段、太湖、石臼

湖维持洪水红色预警；长江江苏段
（不含南京段）、秦淮河、苏南运河无
锡段维持洪水橙色预警，固城湖20
日10时升级为橙色预警；苏南运河

常州、苏州段，滁河江苏段维持洪水
黄色预警。省水利厅继续科学调度
水利工程全力排水。一是继续全力
排放太湖洪水。太湖出湖口门太浦
闸、望亭立交排水流量分别为787
立方米每秒和221立方米每秒，19
日沿江口门排水量约 1.7 亿立方
米。二是抢排秦淮河洪水。利用秦
淮河水位高于长江的时机，秦淮新
河闸、武定门闸全力排水，排水流量
分别为365立方米每秒和301立方
米每秒。 ▶下转7版

全省53站水位超警超保

长江南京站潮位再创新高

上图：19日，受长江高潮水位影
响，镇江市征润州段出现险情，润州区
组织200多名抢险队员冒着大雨护
堤排险，保护一方平安。

陈 岗摄 视觉江苏网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