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升感受度
生态绿色成为鲜明底色

10 月 22 日上午 10 点， 一场远程会

诊在吴江区第五人民医院拉开序幕。 该

院和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的医学专家 ，

围绕吴江一名髋关节疾病患者的治疗问

题进行深入探讨，最终双方达成共识，确

定了治疗方案。

同样是在 10 月下旬，康力大道东延

工程东延建设项目顺利通过验收。 该工

程西起汾湖大道与康力大道交叉口 ，向

东跨越省界元荡后与上海市青浦区内东

航路对接至 318 国道，全长 4.5 公里。 通

车后 ，东航路—康力大道省际 “断头路 ”

将被打通， 吴江汾湖到青浦金泽的行车

时间将从二十多分钟缩短至五分钟。

一体化示范区建设， 最终落脚点是

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

在融入一体化发展中， 吴江在民生共享

上发力，努力做好社保联网打通、一体化

示范区医疗联合体建设、 青吴嘉公交系

统互联互通、 长三角区域优质教育资源

引进、长三角政务服务一体化等工作。

交通方面，目前吴江累计开通 8 条跨

省公交线路和 2 条毗邻公交线路，互联互

通公交线网总长度近 180 公里，实现全面

对接青浦、嘉善、嘉兴、桐乡、南浔等周边

区域。 此外，沪苏湖铁路于今年 6 月正式

开工，通苏嘉甬铁路也将年内开工，未来，

苏州南站（汾湖站）将成为高铁枢纽、一体

化示范区最主要的对外交通门户之一。

教育方面，“长三角高中名校发展联

盟”在吴江正式成立，沪苏浙皖九所高中

名校加入。 9 月，由吴江区教育局牵头的

示范区中职学校一体化招生全部完成，青

吴嘉三地共有 37 名学生实现异地入学。

东太湖畔，国内首个以“未来”命名的大学

校区———苏州大学未来校区正紧锣密鼓

建设，预计明年 9 月迎来首批学生。

医疗方面，吴江去年成立长三角一体

化示范区家庭医生联盟，目前一体化示范

区内有 8 家医疗机构签署长三角一体化

安宁疗护联盟合作倡议书。 此外，吴江积

极推进跨区域医联体和专科联盟建设，和

上海市白玉兰远程会诊平台签订合作协

议，苏州九院、江苏盛泽医院、区中医院、

四院、五院分别通过远程会诊平台，和上

海 30 余家医院建立合作关系。

政务服务方面，一体化示范区内企业

已实现跨省迁移的“自由行”，首张住所冠

名为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

区”的营业执照、首个名称中包含“长三角

一体化示范区” 字样的企业在吴江 “诞

生”；着眼“梳理一清单”“制定一标准”“推

出一件事”“打造一终端”，跨域通办、集成

服务更便民，政务服务不打烊。

一条太浦河，西接东太湖，东注黄

浦江，将青浦、吴江、嘉善三地紧紧串联

在一起。

去年 10 月 30 日，在太浦河畔的汾

湖公园，青吴嘉三地联合举办“长三角

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协同治水

启动仪式”， 开启了三地联合治水的创

新模式。 转眼一年过去， 依旧是 10 月

30 日， 在同一个地方，“长三角生态绿

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协同治水再深化

主题活动”成功举办，标志着一张优秀

的治水成绩单在一体化示范区成立一

周年之际发布，也标志着跨区域协同治

水得到了进一步深化。

建设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

示范区，生态绿色乃题中之义，绿色是

底色，生态是底线。对标“世界级生态湖

区”，吴江主动探索、积极联动，大刀阔

斧地开展了一系列立足长远的治理行

动， 厚植一体化示范区绿色发展根基，

联合治水就是其中之一。

打破行政“藩篱”，实施跨界水体共

保联治，是吴江多年前就希望做的事。

吴江素有“千河百湖之城”美誉，区

域内水域面积大， 区域外交界水体多，

错综复杂的水系结构使得治水工作留

有不少“盲区”。 2017 年 2 月，吴江与嘉

兴秀洲先行先试，就两地跨省交界区域

水环境保洁联防联治工作达成共识，并

签署相关机制协议。 2018 年 11 月 27

日，两地区（县）级总河长联合巡河，共

聘联合河长，正式建立联合河湖长制。

借鉴与秀洲的合作模式，吴江不断

拓展交界区域联合河湖长制的覆盖面，

与青浦、嘉善共聘联合河长，携手深化

联合河湖长制五大机制，统筹推进重点

跨界水体联合治理；协同开发上线一体

化示范区联合河长制信息化平台，加强

一体化示范区跨界河湖信息共享；启动

太浦河共保联治江苏先行工程启动，通

过堤防达标建设、滨水缓冲带建设等一

系列措施， 共同促进河湖品质提升，持

续放大水生态优势。“从水上到岸上、从

联合到融合，通过三地联合治理，我们

吴江的三类水河湖已经从 20 多个提升

到了 50 多个，效果十分明显。 ”吴江区

水务局副局长王舟说。

除联合治水外，吴江自身还持续推

进元荡岸线贯通示范段建设、美丽湖泊

群建设、太湖围网拆除、太浦河沿岸综

合整治等工作，并注重科学治气、精准

治气，着力提升空气质量，为一体化示

范区这一方水土创造更加良好的生活

空间。

“丰饶鱼米地，幽雅水云乡。 ”江苏吴江，一座典型的江南水乡城市，地处长三角黄金腹地，区位条件独特、资
源禀赋优越、发展基础良好、创新活力十足。 2019 年 11 月 1 日，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揭牌成立，吴
江全域被纳入一体化示范区，站在最强风口之上。

大时代呼唤大作为。 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吴江积极探索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
优势、从项目协同走向区域一体化制度创新协同，努力打造世界级滨水人居文明典范的吴江样本。

新增世界 500 强企业 1 家、上市公司 4 家、高新技术企业 141 家、新设外资企业 113 家；新获评国家科学进
步奖 2 项、省科技奖 6 项；新增高层次人才 2000 名、高技能人才 1.27 万名……

一年来，在这方热土地上，一系列创新制度和成功经验集成落地，各类优质资源要素加速集聚，一批有显示
度的重大项目高质量建设，民生福祉持续增进，一体化示范区吴江片区形象加速展现，感受度、标识度、满意度全
面提升。

“我们将继续把推进一体化示范区建设摆在全区工作最中心位置，积极主动学习上海、对接上海、融入上海，

加强与青浦、嘉善的全方位合作，全力打造生态绿色是底色、创新引领是亮色、文化底蕴是彩色、高质量发展是成
色的吴江样板。 ”展望未来，吴江区委书记李铭的话掷地有声。

提升标识度
“五大经济”赋能高质量发展

提升满意度
群众获得“稳稳的幸福”

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离不开产业和

项目的强力支撑。 当前，在吴江汾湖，一

艘半导体生产领域的“超级航母”———英

诺赛科氮化镓项目正“浮出水面”。

硅基氮化镓又被称为第三代半导

体，是当前半导体产业发展的全新赛道

和重要机遇，在 5G 通讯、工业互联网等

应用市场潜力巨大。

自落户汾湖以来，英诺赛科氮化镓

项目快马加鞭推进， 预计今年 11 月底

实现通线试产，明年 4 月正式投产。 按

照规划，项目开工两年内将建成世界首

条 8 英寸第三代化合物半导体硅基氮

化镓大规模量产线，建成投产后三年实

现年产 78 万片功率控制电路及半导体

电力电子器件总目标。

立足一体化示范区建设的国家级

大平台， 对接一体化示范区产业规划，

吴江未来的产业发展方向将突出发展

电子信息、光电通信、智能装备、高端纺

织四大“强”制造集群，进一步做强核心

技术掌控力 、做强产业链引领力 、做强

品牌影响力。 同时，以低环境影响、高技

术含量、高附加值、高创新能力为指向，

以激活生态人文价值和提升吴江服务

内涵为引领，将全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

业， 构建面向未来的融合型数字经济、

前沿型创新经济、功能型总部经济、特色

型服务经济、生态型湖区经济。

基于这样的蓝图，吴江依托一体化

示范区位优势，紧盯科技前沿领域，除英

诺赛科外，还成功引入中车绿地长三角

绿色智能制造协同创新示范区项目、京

东华东智能产业基地项目、京东方创新

中心项目等一批科技含量高、带动能力

强、发展前景好的重大项目。 同时，区内

企业也秉持争第一、创唯一的信念，以极

大热忱向产业链更高端攀登，不断赋能

吴江乃至长三角经济高质量发展。

去年 6 月，由盛虹集团和东华大学

牵头创建的国家先进功能纤维创新中心

正式获国家工信部批复，成为全国第 13

家、江苏省首家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

标志着长三角纺织行业在产业共进上迈

出了重要一步。

创新中心由 15 家骨干和龙头单位、

100 多家创新联盟单位组成， 形成涵盖

国内完整产业链的 “最强创新协同平

台”，目前已进入实际建设阶段。

未来三年，中心将继续加大投入，围

绕国家战略和先进功能材料应用需求，

在核心领域的国际产业竞争中对标国际

领先，加快实现赶超，预计到 2025 年带

动产生 100 亿元以上的产业规模。

打造世界级滨水人居文明典范的吴江样本

一体化示范区吴江片区交出靓丽“周年答卷”

国际 专题

全球累计新冠确诊病例已超5000万
世卫组织：

新华社?内瓦 11 月 9 ?电 世

界卫生组织 9 日发布的最新数据

显示 ， 全球累计新冠确诊病例已

超 5000 万例 。

数据显示， 截至欧洲中部时间 9

日 10 时 45 分 （北京时间 9 日 17 时

45 分）， 全球累计新冠确诊病例已达

50030121 例，累计死亡 1252072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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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拟对伊朗实施新制裁

派遣特别代表访问中东，为新政府施政“埋雷”

据美国媒体 8 日报道， 特朗普政府

计划在明年 1 月 20 日下任总统就职前，

对伊朗实施 “大量” 新制裁。 特朗普政

府认为， 新制裁将增大伊朗压力， 并给

新政府重返伊核协议制造障碍。

据美国 Axios 新闻网报道， 美国国

务院 7 日宣布， 伊朗和委内瑞拉事务特

别代表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于 7 日至

12 日访问以色列 、 沙特阿拉伯和阿联

酋 ， 共同协调伊朗问题 。 据 Axios 报

道， 艾布拉姆斯已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

亚胡和国家安全顾问梅尔·本·沙巴特会

晤， 并讨论了制裁计划。

该网站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艾布拉

姆斯表示， 特朗普政府希望明年 1 月 20

日前， 每周都宣布一系列新的制裁措施，

在此期间对伊朗实施尽可能多的制裁。

特朗普政府此举目标明确， 将对拜

登政府未来调整美国对伊政策构成阻

碍。 据该网站报道， 特朗普政府为避免

拜登上台后取消相关制裁， 新制裁措施

将不涉及伊朗核计划， 而是与伊朗弹道

导弹计划、 援助恐怖组织和侵犯人权等

行为相关联。 9 月 13 日 ， 拜登在接受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曾表示， 将

继续针对伊朗弹道导弹计划、 侵犯人权

和支持恐怖主义行为采取有针对性的制

裁措施。 特朗普政府推行的新制裁将打

乱拜登重启美伊关系的节奏。

伊朗则对拜登带领美国新政府重返

伊核协议表达了期待。 据伊通社 11 月

8 日报道， 伊朗总统鲁哈尼称， 美国下

一届政府应借此机会弥补过去的错误并

尊重国际规则。日本举行宪政史上首次“立皇嗣之礼”
文仁亲王正式成为皇储

本报讯 综合新华社消息， 日本皇室 8 日举行 “立皇嗣之

礼”，宣告德仁天皇的弟弟文仁亲王正式成为皇储。 这是日本宪

政史上首次举行“立皇嗣之礼”。

德仁与妻子育有一女。日本法律规定，只有男性继承人有资

格继任天皇。

德仁 8 日身着传统服装“黄栌染御袍”，在皇宫宫殿“松之

间”宣布：“根据《皇室典范》的规定，向国内外广泛宣告秋筱宫文

仁亲王成为皇嗣。 ”

文仁身着“黄丹袍”，感谢德仁举办“立皇嗣之礼”，他表示，

“深感作为皇嗣的职责， 将尽到责任”。 德仁把象征皇储身份的

“壶切御剑”交给文仁。 随后首相菅义伟发表“寿词”以示祝贺。

“立皇嗣之礼”原定 4 月 19 日举行，因新冠疫情推迟。 8 日

典礼参加人数由原定的 350 人缩减为 46 人， 日本成年皇族成

员、首相、参众两院议长、外国大使代表等出席。 电视画面显示，

除德仁、文仁夫妇，其他参加者都戴口罩。

文仁现年 54 岁，与妻子纪子育有 3 个孩子，小儿子悠仁是

皇位第二顺位继承人。日本皇室成员人数逐渐减少，原因之一是女

性出嫁后将自动失去皇室身份。 菅义伟先前说，“立皇嗣之礼”结束

后，将开始研究对策，确保皇位得到稳定继承。不过多名政府官员告

诉共同社记者，由于日本民众就此看法不一，内阁并不急于做决定。 8日，在东京的皇居，德仁天皇夫妇（右）、文仁亲王夫妇（左）出席“立皇嗣之礼”。 新华社发

■本报记者 龚 清

探讨开辟中欧新领域合作关系

“打造中欧绿色与数字合作伙伴关系”学术研讨会在沪举行

本报讯 （记者沈钦韩）11 月 7 日，

由中国德国友好协会、上海欧洲学会、同

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和同济大学中德人

文交流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 “打造中欧

绿色与数字合作伙伴关系：路径与前景”

学术研讨会在沪举行。

中国原驻德国大使、 中德友好协会

会长、 同济大学名誉教授史明德在致辞

中表示，“欧洲在对外全局中的地位、分

量和价值在上升”，构建绿色伙伴关系和

加强数字经济合作成为中欧网络化的经

贸关系重要的突破口。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薄燕教授则从气候合作维度出发， 展望

了中欧的绿色合作。薄燕表示，双方作为

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关键参与者， 今后

要加强多主体、多层次、多形式的气候合

作内容。

近几年， 欧洲的新兴数字技术得到长

足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张敏

研究员介绍称， 欧盟目前通过 6个指标评

估欧盟国家的数字化程度， 并在多领域实

现了数字化， 制定了一系列规则规定。

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

纯表示， 中欧在数字技术的应用场景互

补性强， 同时双方也可进一步挖掘数字

经济潜力和维护监管秩序。 同济大学德

国研究中心主任郑春荣教授指出， 中国

在 2014年制定的第二份对欧盟政策文件

中明确表达了构建和平、 安全开放和合

作的网络空间等目标。 有鉴于此， 中欧

可以通过 “一带一路” 倡议和 “欧亚互

联互通战略” 对接为契机等， 实现网络

空间的保护合作。

注意到拜登已宣布当选 中方将按国际惯例办理
外交部发言人就美国大选结果、中国经济稳步复苏等问题答记者问

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9 ?电 （记者

成欣） 在 9 日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上，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就美国大选结

果、 中国经济稳步复苏等问题回答了记

者的提问。

在回答有关美国大选结果的问题

时，汪文斌说，中方注意到拜登先生已经

宣布成功当选，“我们理解， 大选的结果

会按照美国的法律和程序作出确定。”被

问及中方何时会发去贺电，汪文斌表示，

中方将按照国际惯例办理。“我们历来主

张中美双方应该加强沟通对话， 在相互

尊重的基础上管控分歧， 在互惠互利的

基础上拓展合作， 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

定发展。 ”

被问及中方如何看待拜登的施政纲

领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时，汪文斌说，中方

在有关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的，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决心坚

定不移。 希望美国新一届政府同中方相

向而行。

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
越大，合作的机遇会越来越多

中国国家统计局、 商务部和海关总

署等部门近期发布数据， 均显示中国经

济正稳步回升。 汪文斌说，当前，中国疫

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 经济社会运

行稳步复苏， 充分表明中国经济强大韧

性和巨大潜力。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权

威国际机构预测， 中国将是今年唯一能

保持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他表示， 随着中国经济企稳复苏和

积极构建新发展格局， 中国对世界经济

复苏增长的拉动作用将进一步显现。 今

年前三季度，中国同东盟、欧盟及美国、

日本、 韩国等国进出口贸易额克服疫情

影响逆势上扬。 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达 130.2 亿

美元，同比增长 29.7%。?近平主席在第

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

布，中国将坚定不移全面扩大开放，更有

效率地实现内外市场联通、 要素资源共

享，让中国市场成为世界的市场、共享的

市场、大家的市场。 作为一个有 14 亿人

口、中等收入群体超过 4 亿、全球最具潜

力的大市场， 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

大，合作的机遇会越来越多。 “我们将与

各国一道进一步加强疫情防控合作，积

极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坚定不

移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为全球经

济复苏注入更多正能量。 ”

相信中国—海合会部长
级视频会议将有助于双方关
系进一步发展

谈及 9 日晚举行的中国—海合会部

长级视频会议，汪文斌说，中方与海合会

及其成员国保持着长期友好关系， 双方

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

相互理解、相互支持，能源、经贸、人文等

领域合作富有成果。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

冠肺炎疫情，中海守望相助，共克时艰，

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抗疫合作， 谱写了团

结合作的友谊新篇章。 国务委员兼外长

王毅将与海方代表围绕中海关系、 中海

抗疫合作及共同关心的地区问题深入交

换意见。“我们相信此次会议将有助于中

国同海合会关系进一步发展。 ”

中方对几内亚现任总统
孔戴胜选表示热烈祝贺

日前， 几内亚宪法法院宣布总统选

举结果， 现任总统孔戴以 59.5%的得票

率赢得选举。汪文斌说，中方对孔戴胜选

表示热烈祝贺，相信在孔戴领导下，几人

民将团结一致， 在发展建设道路上迈出

更大步伐。中几是患难与共、相互支持的

好朋友、 好兄弟。 中方珍视两国传统友

谊，愿同几方一道，推动全面战略合作伙

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造福两国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