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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当表率争当表率 争做示范争做示范 走在前列走在前列
认真贯彻省委十三届九次全会精神

□ 本报记者 陈雨薇 通讯员 夏燕燕 李巾豪

“74个产业项目，总投资426.4亿元，几乎都能匹
配上我区聚力培育的重点产业链。中移云能力中心
三期项目每年能为软件和信息服务产业孵化近百项
目；怡道生物新型疫苗产业化项目将填补国内新型
重组带状疱疹疫苗市场空白……”大年初六，苏州高
新区经发委主任吴卫锋早早来到办公室，此时距全
区春季重大项目集中签约开工仪式还有3天，吴卫锋
带着同事们，与其他条线、部门，干劲十足地做起了
最后的准备。

锁定重点产业链关键环节“招大引强”，是苏州高
新区的最新战略部署。“地方发展靠产业，产业优势靠
链条。高新区要建设成为创新驱动发展示范区和高质
量发展先行区，必须做足‘链’上文章，锻造产业竞争新
优势。”苏州高新区党工委书记、虎丘区委书记方文浜
表示，综合考虑区域发展实际和未来发展趋势，高新区
锁定了6条重点产业链，未来要以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带动提升全区产业发展层次和水平，实现产业基础高
级化、产业链发展现代化，最终形成领跑全省乃至全国
的高端产业集群。

作为全国首批国家级高新区，经过30多年开发建
设，苏州高新区优势产业集群效应已然凸显。统计显
示，这里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产值超1000亿元，拥有
200多家软件和信息服务相关企业。医疗器械和生物
医药产业产值保持年均30%的增速，设立总规模100
亿元的医疗器械和生物医药基金，成立苏州医疗器械
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医疗器械产业园获评省级生产性
服务业集聚示范区，拥有400多家相关企业。半导体
和集成电路产业集聚着长光华芯、国芯科技、硅谷数
模、中晟宏芯等一批国内外科研院所、研发机构和重点
企业，还设立了集成电路发展专项基金，挂牌苏州市集
成电路创新中心。数字经济产业获批国家、省、市各级
大数据、工业互联网、软件信息相关项目392个，集聚
赛飞工业互联网研究院、苏州工业大数据创新中心、阿
里云计算、太湖云谷等一批优质企业和载体。

产业要“拉”成“链”，必须一环扣一环，这就对统筹
谋划、系统推进提出更高要求。苏州高新区发布的推
进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提出，到2022年，
要形成半导体和集成电路、高端医疗器械、软件和信息
服务、智能制造装备、新能源、数字经济等6条百亿级
重点产业链，总营收规模突破1900亿元。方案明确：
围绕重点产业链体系，按照每条产业链一个工作专班、
一支产业链专业招商队伍、一个发展计划、一个支持政
策、一个产业联盟、一套运行机制、一批龙头骨干、一批
技术服务平台的“八个一”工作模式，统筹产业链资源，
优化产业链布局。 ▶下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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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沈峥嵘 叶真
张宣 蒋明睿 谢诗涵

今年春节，“就地过年”成为热
词，那些留守原地过年的人也被称为

“原年人”。在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过年期间发起的“全家福”征集活动
中，“原年人”过年的模样精彩纷呈：
有人分享迎来新生命的喜悦，有人晒
出第一次为小家庭做的年夜饭，还有
人把自己PS到了远方老家的全家福
中……

万物互联的时代，变的是人们的
沟通方式、过节形式，不变的是亲朋
好友之间心与心的距离，以及“愿家

国平安”的责任担当与“此心安处是
吾乡”的坚守。

人生第一次：幸福与挑战并存

“以前的大年三十晚在老家的爆
竹声中守岁，今年在宝宝的哭声中逐
渐眯了眼。”除夕上午8点多，随着女
儿呱呱坠地，30岁的南通市民花盛悦
成功晋级新手爸爸。这个特殊的年，
他与妻女在南京市妇幼保健医院的
病房里，通过手机视频给长辈们拜
年。“今年是我第一次没有回家和爸
妈一起过年，没想到也是宝宝第一次
和长辈们‘云’上见面。”

第一次学着给孩子换尿布、第一

次看着她入睡、帮忙护理刚刚生产的
妻子……对于这位新手爸爸来说，新
生命的到来意味着太多的第一次，兴
奋之余忙碌又紧张。“新的一年，新的开
始。家里添了新生命，虽然今年大家
没有在一起，但科技的力量让我们‘见
屏如面’，我们七口人的大家庭，心距离
更近了。”花盛悦对未来充满期待，也感
受到了压力，“以前过年我的角色是儿
子，今年起我就是爸爸了。今后要照
顾好小家庭，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江涛是南瑞集团的一名员工。今
年他和妻子、3岁的女儿第一次在南
京过年。年前，两人就对春节假期的
工作进行了分配：在家时妻子负责带
孩子，江涛负责做饭。为了呈献一桌
与往年水平相近的年夜饭，江涛提前
向安徽黟县的妈妈取了经。“在我们老
家，年夜饭的最后一道菜必须是臭鳜
鱼，寓意年年有余。”为此，江涛在妈妈
的指导下，过年前一周就买来鳜鱼抹

盐腌制，虽然不如妈妈亲手做的味道
纯正，但这道自制臭鳜鱼“处女作”还
是获得了妻子和女儿的称赞。

此次一家三口过年，对江涛来说
另一个考验是夫妻俩第一次独立带
娃。大年初一一家三口在夫子庙买
花灯，大年初二他们去了梅花山，大
年初三去了海底世界……谈起这几
天的感受，江涛说：“第一次小家庭过
年很开心，省去了挨家挨户拜年的奔
波，但是带娃也很辛苦！”

此心安处：坚守“他乡即故乡”

“你的快递到了，摆放在小区寄
存点，请及时来取。”快递员吴峰如往
常一样，迅速点击手机键盘发送短
信。春节期间，他每天奔走在自己负
责片区的各个小区，送件取件。各地
倡导“就地过年”，快递寄年货、速递

“家乡味”成为过年新方式。
▶下转2版

见屏如面、迎接新生、首当主厨、抱团取暖……

“原年人”的春节，
见证温情与坚守

□ 本报记者 浦敏琦

无锡市新吴区鸿山街道七房桥村
是“全国文明村”“全国乡村治理示范
村”“江苏省乡村旅游重点村”。冬日
暖阳，走进村里，一幢幢白墙黛瓦的民
居错落有致，小桥流水别有雅韵，干净
整洁的村道蜿蜒向前，一派祥和景象。

七房桥村历史悠久，“一门六院
士”的佳话在当地广为流传。然而前
几年，由于村党组织班子缺乏凝聚力、

责任心，七房桥村各项工作排名靠后，
村民颇有怨言。

破解工作困境，关键是搭建一个
强有力的好班子。2019年 5月，85
后周斌从街道机关来到七房桥村担任
村党委书记。组织上同时在创业青
年、致富能手、退伍转业军人中培养选
拔人才，一支平均年龄35岁的干部队
伍就此组成。“村党委班子有了，要把
村里的工作做好，还得把村民团结在
一起。”周斌说，随着村干部一次次走
村串户，“院落板凳会”就此诞生。

不设主席台，没有讲话稿，十几条
板凳，干部和村民围坐在一起。2020
年1月11日，新年首次“院落板凳会”
在六房上自然村举行，讨论的主题是
农房翻建。 ▶下转3版

无锡七房桥村“院落板凳会”开出振兴路

干群心贴心，美了一个村

□ 本报记者 唐 悦

河南的、安徽的、江苏的，此刻都
是“一家的”。牛年新年，江苏2300多
家养老机构多方保障、提前筹划、封闭
管理，这个年，老人们和护理人员一起，
过得热热闹闹、有滋有味、平平安安。

云端团圆实况直播，
一起过个“热闹年”

位于南京市秦淮区的安康通颐

养中心去年刚运营，是南京重点打造
的智慧养老标准化机构。设施新、理
念新，这里的60多位老人首次体验
了不一样的春节。

院长李梅从腊月里就开始各种忙
年，大年初一拜年，院方管理层给老人
准备了60多份大礼包，给护理员包了
30份红包。院里公共区域的桌子上，
台子上，到处摆放着糖果、水果和糕点。

“没想到，留下来过了一个丰盛
年。”护理员董隆霞说，自己是第一次

不回家过年，不过院里很是热闹，除
夕夜大家纷纷给家里视频拜年，祝福
声此起彼伏，一起吃饺子、看春晚也
很有趣。“家里打来电话，说六合街上
年味浓，我也跟他们摆一摆我们养老
院的年，年味一点也没减。除夕到初
三都是3倍工资，大家都心满意足。”
董隆霞开心地说。

李梅介绍，由于他们是一家新
院，所以市区民政部门一早就来指导
封闭管理的各项事宜，大家忙而不

乱，有条不紊地准备起来。7天检测
一次核酸，全员都打疫苗，厨房、医护
物资储备充足。院里还开通了拜年
视频群，向家属们直播老人们过节的
实况，牢牢守住了疫情防控的防线，
也联通了亲情友情。

天南海北“一家人”，
一起过个“温馨年”

南京市栖霞区颐和老年康复护
理中心里，100多位老人和30多位护
理员选择全员留下，就地过年，这个
年过得很是温馨。

96岁的崔奶奶常年卧床，来自
安徽滁州的护理员蔡华田就一直守
着老人。剪指甲、擦身、洗头，两年
来，老人身上没有一点褥疮，家属十
分感激。 ▶下转2版

封闭管理未封闭关爱——

养老院里过个喜庆幸福年

本报讯 （程长春 林生 奥林）
12日，大年初一下午，记者走进连云
港市海州区板浦镇洪花堰村党群服务
中心，该村党总支正在组织“新市民”、
返乡创业人员等座谈，与就地过年的
外地人沟通感情，征求他们对村庄发
展的意见建议。“村党组织把我们放在
心上，这让我们很有荣誉感、归属感。”
留连过年的青岛人张金峰说。

这个座谈会，是洪花堰村党总支
班子开展“开门一件事”活动的重要内
容。据悉，连云港市所有村、社区党组
织换届于1月底顺利完成，村级党组
织选出了群众认可的新班子。为推动
新班子新干部迅速进入角色，连云港
市在各个村、社区党组织开展“开门一
件事”，引导新班子新干部发扬为民服

务孺子牛、创新发展拓荒牛、艰苦奋斗
老黄牛的“三牛”精神，用自己的“辛苦
指数”换取群众的“幸福指数”。为切
实做好“新市民”春节生活保障服务，
各个村、社区“两委”新班子结合“开门
一件事”，组织开展一次疫情排查、一
次走访慰问、一次座谈交流、一次新春
送福“四个一”活动，用心用情服务留
连过年的“新市民”。

“春节期间恰逢我市新任村、社区
党组织班子履新，我们把服务留连过
年人员纳入新班子的开门一件事，让
全市所有村、社区党组织班子动起来、
干起来，通过做好为民服务实事，充分
展示新班子新作为、新形象、新风貌。”
连云港市委组织部组织二处处长周洪
坤介绍。 ▶下转4版

连云港在基层党组织开展“开门一件事”

村级两委新班子“上马就干”

近日，我省各行各业已陆续开工恢复生产，力争实现“开门红”。
左图：扬州广陵经济开发区海沃机械的工人正一丝不苟忙碌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庄文斌 摄
右上图：泗洪经济开发区红芯半导体有限公司工人正在紧张有序地组织生产。 耿怀军 摄
右下图：东台甜叶菊育苗基地工人在扦插甜叶菊小苗。 单中华 摄（视觉江苏网供图）

新华社北京2月17日电 由中共
中央宣传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
制作的特别节目《平“语”近人——习
近平喜欢的典故》（第二季）将于 18
日起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涵
盖党员领导干部党性修养、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新发展理念、中国梦等

四个方面。
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介绍，第二

季节目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遵循，突出“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解读习近平总书记最新
重要讲话、文章、谈话中所引用古代典
籍和经典名句折射出的内涵和文化价

值，以创新手法展现习近平总书记新
时代领路人、人民勤务员的领袖风范
和为民情怀。

12集节目分别以“我将无我 不负
人民”“胜寸心者胜苍穹”“留取丹心照
汗青”“为官避事平生耻”“愿得此身长
报国” ▶下转3版

特别节目《平“语”近人——
习近平喜欢的典故》（第二季）将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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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开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