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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打赢水污染防治攻坚战
苏州市深化河（湖）长制改革暨高质量推进城乡生活污水治理推进会
召开，我市设立分会场组织收看收听
本报讯（苏报记者 钱 怡 本
报记者 史 赛）昨天上午，苏州市
委、市政府召开全市深化河（湖）
长制改革暨高质量推进城乡生
活污水治理推进会，总结成绩、
分析形势、交流经验，研究部署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苏州河
（湖）长制改革和城乡生活污水
治理任务。省委常委、苏州市委
书记周乃翔在会上强调，要深入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全面落实中央和省
关于推行河长制湖长制的重大
决策部署，坚持问题导向、做到
精准施策，坚持系统思维、提升
治水成效，坚持协同理念、构建

长效机制，坚持底线意识、激励
担当作为，坚决打赢水污染防治
攻坚战，努力开创我市水环境治
理工作新局面。苏州市委副书
记、市长李亚平作动员部署。苏
州市委副书记朱民主持会议。
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
开，我市设立分会场组织收看收
听。昆山市委副书记、
代市长周旭
东在苏州主会场参加会议，
并代表
昆山作交流发言。市政协主席冯
仁新，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金健
宏在昆山分会场收看收听会议。
周乃翔指出，近年来，市委、
市政府高度重视河湖管理工作，
始终把治水放在经济社会发展

全局中谋划、推进。特别是去年
以来，我市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关
于推行河长制湖长制的部署要
求，把水污染防治摆在重中之重
的位置，推动河湖管理保护取得
新成效，全面建立四级河长制，
多措并举开展水污染防治，水环
境质量持续好转。我们要认真总
结提炼好的经验、做法，
为今后开
展水环境治理提供指导借鉴。在
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地看
到，我市在推行河湖长制工作和
生活污水治理方面还存在不少问
题和薄弱环节，
要引起高度重视，
切实研究加以解决。习近平总书
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指

出，
当前是生态文明建设的
“关键
期、攻坚期、窗口期”。推行河湖
长制，高质量推进城乡生活污水
治理，是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
大举措，同样处于重要的“关键
期、攻坚期、窗口期”。我们要牢
牢把握这一重要的窗口期，乘势
而上、积极作为，
推动河湖管理取
得新突破，不断把水污染防治各
项工作推向深入。
周乃翔强调，要坚持问题导
向，做到精准施策。要聚焦水污
染治理，按照既定目标，到今年
底全市城镇建成区要基本消除
黑臭水体，落实精准治理措施，
治理后出现反弹的要深挖根源，

落实好长效管护机制，为 2020
年底全市城乡基本消灭黑臭水
体和劣 V 类水体打下坚实基
础。统筹做好工业企业污染、城
乡生活污染、农业面源污染的治
理工作，重点是控制好污染源，
从根子上解决问题，真正把黑臭
水体治理打造成群众认可的民
心工程。要加快水生态修复，把
苏州整体纳入长江经济带“大保
护”范围，要削减存量还空间，严
厉打击“乱占、乱建、乱排”行为，
又要拓展增量优空间，按照水源
涵养中心、城市湖泊、乡村湖泊
功 能 定 位 ，打 造 生 态 美 丽 湖 泊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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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区域党建合作机制
助力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新时代·新领域·新接力”长三角城市“两新”组织红色故事汇在昆举行

本 报 讯（记 者 宋 桂 昌）昨
天，由苏州市委组织部、市委“两
新”工委主办，昆山市委组织部、
市委“ 两新 ”工委承办的“ 新时
代·新领域·新接力”长三角城市
“两新”组织红色故事汇在昆山
举行，这是深化长三角区域党建
合作的创新之举，也是助力长三
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务实
之策。中组部党建研究所总编
室副主任林峰，中国浦东干部学
院院务委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研究院执行院长刘靖北，苏州市
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陆新，上海
市青浦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蒋
仁辉，南通市委常委、组织部部
长冯军，昆山市委书记杜小刚，
昆山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陈丽
艳，以及中组部党建研究所、中
国浦东干部学院、江苏省委组织
部的专家领导，上海闵行区、嘉
定区、青浦区，江苏苏州市、南通
市，浙江嘉兴市，安徽芜湖市七
市（区）的领导及“两新”组织代
表等出席活动。
本次活动以“新时代·新领
域·新接力，全面提升组织力，领
航发展高质量”为主题，借助故
事汇的形式，邀请长三角“两新”
组织党建相关领导、专家学者、
一线书记到昆山进行学术研讨
和经验交流，全面展示长三角地
区“两新”组织基层党建的新做
法新成效，积极搭建城市群“两
新”党组织深层次参与、全方位
协同的合作共建平台。
陆新在致辞中指出，推动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是党中央确立
的重大发展战略，要率先实现东

本报讯 9 月 5 日，市委宣传部、市文明
办、市教育局、团市委、市少工委、昆山日报
社、市文广新局联合发文，授予狄恩诺等
107 名少年第二届昆山市“百名美德少年”
荣誉称号，其中王思雅等 10 名少年为第二
届昆山市
“十大美德少年标兵”。
为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认真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更好发挥
美德少年的示范带动作用，引导全市广大
青少年见贤思齐、崇德向善，养成良好品格
和行为习惯，今年 4 月以来，市委宣传部、
市文明办等部门组织开展了第二届昆山市
“百名美德少年”暨“十大美德少年标兵”推
选活动。经广泛推荐、材料审核、综合评
定、网络投票、社会公示等程序，最终产生
第二届昆山市“百名美德少年”和“十大美
德少年标兵”。
美德少年是学习和实践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小模范，是集中展示当代青少年
良好精神风貌的先进典型。各区镇、各有
关单位要以此为契机，广泛开展新颖生动、
形式多样的学习教育活动，大力宣传弘扬
美德少年的感人事迹和可贵品质，持续放
大美德少年正能量，引导广大青少年学习
美德、弘扬美德、践行美德，从小树立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努力成长为品德
高尚、富有理想、文明有礼、快乐健康、全面
发展的新时代接班人。

“十大美德少年标兵”名单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思雅 市实验小学六（1）班
苏子涵 开发区兵希小学二（6）班
陈其乐 玉山镇司徒街小学五（1）班
张思琦 陆家中心校五（9）班
张 哲 石浦中心校六（4）班
徐翌晨 开发区石予小学五（3）班
顾 岑 第二中学初二(13)班
储君至 玉峰实验学校五（7）班
蒋孙璐 花桥中学初二（7）班
蒋政楷 玉山镇第一中心小学四（1）班

相关报道

A2

■ 融媒体导读

图为沪士集团党委书记陈惠芬和她的学生分享《
“融”出台企党建特色之路》故事。
部地区优化发展，必须让党建这
个“红色引擎”转得更快、动力更
强。举办长三角城市“两新”组
织红色故事汇，就是以“两新”党
组织为桥梁和纽带，加快构建长
三角区域党建合作机制的一次
创新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苏
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固确
立“ 党建强、发展强 ”的工作思

路，全面实施“两新”党建活力先
锋行动，
“两新”党建工作体系不
断完善，党的组织和工作覆盖有
效拓展，
“海棠花红”先锋阵地建
设更加规范，带头人队伍雁阵效
应进一步凸显。
陆新表示，未来，期待长三
角地区 7 座城市的
“两新”党组织
携手推动区域发展，不断提升城
市 治 理 水 平 ；携 手 推 进 资 源 共

享，更好服务党员群众；携手打
造党建品牌，让多点开花、亮点
纷呈的“两新”党建长三角区域
风景带
“景色”
更美。
杜小刚在致辞中对参加活
动的各位领导、嘉宾表示欢迎，
并指出，昆山是一座“有戏”的城
市，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先贤大
儒顾炎武在这里诞生，
“ 百戏之
祖”昆曲在这里发源。昆山也是

记者 陈磊磊 摄
一座“有故事”的城市，既有率先
改革开放，自费创办开发区，闯
出“昆山之路”的发展故事；也有
坚持党建引领，创新党建工作的
红色故事。党的十八大以来，昆
山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坚决贯彻
省委和苏州市委决策部署，在大
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
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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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青年在昆山就业、创业、创新成常态——

青春力量助力昆台融合
阳光男孩韩宜伦是一名台
湾青年，今年 8 月正式入职科森
科技公司，成为公司以两岸元素
丰富企业文化的“代言人”。
“忙
过这几天，我准备去申请办理港

我市表彰第二届
“十大美德少年标兵”

澳台居民居住证。
”韩宜伦说。
韩宜伦 1996 年出生于台湾
兴北市，由于长期跟随父母在大
陆学习生活 ，他的“ 台湾腔 ”很
淡。
“我很小时就来大陆了，一直
跟家人住在上海。2014 年通过
港澳台联考考上武汉大学，2017
年参加台湾大学生实习实践活动
来到昆山。”来昆实习时，韩宜伦
等 8 名台湾青年被安排在科森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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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公司。
“有一种缘分，注定我要
来昆山。”韩宜伦告诉记者，今年
2 月尚未毕业，他第一份简历就
投向了科森科技公司。幸运的
是，对他印象深刻的科森人力资
源部工作人员一眼就看中了他。
今年暑期，
科森科技接纳了 24 名
台湾大学生前来实习，韩宜伦挑
起重任，
帮助他们快速了解昆山、
了解公司，进入实习状态。
“昆山

的就业机会很多，
选择面很广，
且
昆山和台湾的产业合作、文体交
流非常频繁。我真心希望越来越
多的台湾大学生来昆山。
”
韩宜伦
说。这两年，仅开发区就通过上
级台办分配接纳两批 92 名台湾
大学生，分别进入统一、纬创、龙
腾、
科森等企业实习。
“ 两 岸 一 家 亲 ，未 来 在 青
年。”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

接力棒，正从老一辈向小一辈传
递。像韩宜伦这样在昆就业或
者自主创业或从事科研创新的
台湾青年还有很多。依托坚实
的台资基础、丰富的文体活动、
多 元 的 创 业 载 体、高 端 的 科 研
平 台 ，昆 山 不 断 吸 引 台 湾 青年
就业、创业，从事科研创新，为深
化昆台融合带来一股新气象、新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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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促整改
我市开展“331”专题督查及约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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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文启事
说说“我与昆山日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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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融合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蓝图化为坚实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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