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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蒋波报道：近日，江苏苏州吴江
区交出前三季度区域经济运行“成绩单”，一串数
字颇为亮眼：1月份至9月份吴江区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183.7亿元，同比增长6.5%，工业投资166亿
元，同比增长17.2%，实际使用外资7.58亿美元，
同比增长127.4%。

“我们在江苏省率先举行春季重大项目集中
开工活动，及时出台‘吴惠18条’等惠企政策，累
计兑现112.1亿元各类优惠政策，减免社保10.7亿
元，确保经济运行质效提升。”吴江区相关部门负
责人介绍，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从年初至今，
吴江区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为重点，
全力以赴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项目
建设成效明显，示范区形象加速展现。

产业项目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抓手。

今年以来，吴江区梳理排定示范区建设年度重点
工作143项，其中136项取得实质性进展。京东方
创新中心、恒力国际新材料产业园、中车绿地长三
角绿色智能制造协同创新示范区等项目签约，总
投资1346.8亿元的102个项目集中开工。

在推进深层次改革创新上，加快推动城市和
产业双优融合更新，探索存量转型路径；携手青
浦、嘉善打造“C位长安”政法协同品牌；积极承接
上海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溢出效应。吴江区正
在推进14项重点改革任务，积极把示范区“一体
化制度创新试验田”政策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强化生态共保方面，吴江区制定实施了太浦河
“沪湖蓝带”计划、“联合河长制”，加快推进美丽湖泊
群、大运河文化带、太湖百里风光带等生态工程，空
气质量优良天数达标比例同比提高11.4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吴江区还加快交通基础设施互联
互通，6月份正式开工建设沪苏湖铁路，年内开工
通苏嘉甬铁路，加快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
深化教育、医疗、政务、文旅等方面合作，成立长三
角基础教育一体化江苏研究中心，合作共建上海
—吴江医疗卫生数据共享信息化平台、“云链通”
产业供需平台、失信联合惩戒机制，实现长三角

“一网通办”政务服务专窗各区镇全覆盖，建立运
行疫情联防联控工作体系。

“示范区建设是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
战略的先手棋和突破口。”吴江区委书记李铭表
示，吴江将作好率先形成新发展格局、推动科技和
产业创新、深化改革开放中的“先遣队”和开放再
出发的“排头兵”，全力当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
江苏窗口、苏州窗口。

苏州吴江区：

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建设提速

本报讯 记者齐慧、通讯员张刚报道：
近日，由上海局集团东华地铁公司、中铁上
海工程局承建的芜湖轨道交通2号线上跨
宁芜铁路、宁安城际铁路、合杭高铁转体梁
顺时针转动83度，实现精准对接，标志着
国内首个跨座式单轨转体梁成功完成
转体。

为最大限度保障转体梁施工安全，施
工单位采取先平行于铁路，通过挂篮作业

的方式，在空中完成17块连续梁施工，并
在梁体与墩顶之间设置转动体系，进行桥
梁转体。

据中铁上海工程局一公司副总经理曾
凡冲介绍，为确保转体精度，该项目邀请专
家对转体关键部位球铰的安装控制及转体
施工组织进行了反复研究，通过严格控制，
最终将球铰安装平整误差控制在0.5毫米
之内。

11月1日，新建中兰（中卫至兰州）客专（甘肃段）控制性工程靖远黄河特大桥主桥连续
梁中跨顺利合龙。靖远黄河特大桥位于甘肃省白银市靖远县东湾镇和糜滩乡，是整条线路
最长的桥梁。 本报记者 李琛奇、通讯员 吴亚杰摄影报道

在当前的全球经济变革中，我国只有深入推进新一代信息技
术与制造业融合，加快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步伐，才能充
分发挥制造大国和网络大国的双重优势，孕育新业态、新模式和新
动能，完成在新工业革命中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历史
跨越。

加快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是我国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必然要求。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是激
发制造模式、生产组织方式及产业形态深刻变革的重要抓手，也是
制造业实现高效率与高精度发展的核心所在，将带来巨大的发展
空间。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有助于激发中国庞大的内需
潜力，构建起中高端供给体系，并推动中国制造由价值链低端向高
附加值两端延伸；也有助于促进全社会资源要素的泛在连接与优
化配置，构建柔性、灵活、稳定的产业链、供应链，从而支撑构建新
发展格局。

加快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要以智能制造为主
攻方向。发展智能制造要集中力量攻克关键技术装备，培育智能
制造生态体系；要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积极培育网络化
协同、个性化定制、在线增值服务、分享制造等“互联网＋制造业”
新模式；要实施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战略，增强工业软件等信息技
术服务基础能力，支持企业加快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改造，从而
抢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主动权和话语权。

加快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要以加快工业互联
网创新发展为抓手。工业互联网是数字经济时代的关键基础设
施，其一端深度融合了新一代信息技术，另一端则结合了新技术在
制造业的落地。我国工业互联网与制造业融合创新已具有良好基
础，主要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平均设备连接数正快速增长。未来还
应深化大数据技术融合应用，推动建立国家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
心，实现全国工业互联网大数据资源的汇聚、整合、分析和应用；并
从抓好工业互联网平台培育、应用推广、生态建设等方面入手，加
快建设工业互联网平台体系。

加快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制造业融合发展，还要夯实融合
发展的基础支撑。一方面，要以需求为导向，鼓励企业大力加强基
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强化共性技术供给，大力提升新一代信息技术
和制造业融合创新能力。另一方面，要加快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尤
其是5G网络、物联网、大数据等新基建，搭建有影响力的工业互联
网平台，强化5G、人工智能等技术在智能制造中的典型应用，加快
培育制造业新模式新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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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浙江温州11月1日电 记者曾诗
阳报道：全国工商联11月1日发布的2020
年万家民营企业评营商环境报告显示，全国
营商环境整体持续向好，广大民营企业对抗
疫扶持和复工复产政策表示满意，民营企业
家信心有效提振。此次万家民营企业评营
商环境调查涉及要素环境、法治环境、政务
环境、市场环境、创新环境5个方面，共收回
有效问卷40216份、有效数据1200多万条，
全部问卷由企业直接线上填报，确保“企业
说真话，反映企业真实感受”。

“在百分制下，样本企业对所在城市营
商环境的总体评分为74.46分，‘五大环境’
评分较去年均有不同程度提升，法治环境第

一81.44分，市场环境第二77.56分。”全国
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兆前表示，各地
民营企业对各级党委政府一年来密集出台
政策、支持企业发展，协力组织抗疫、推进复
工复产等一系列工作表示充分认可，民营企
业对营商环境满意程度较去年有明显提升。

其中，疫情发生后出台的各类惠企政策
尤其受到民营企业好评。企业认为最有效
的三项政策是“亏损企业延期缴税”“放宽小
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登记经营场所限制”“阶
段性缓缴或适当返还社会保险费”。在减税
降费方面，近七成企业表示2020年上半年
税费较2019年同期有所下降，其中近四分
之一企业表示下降幅度超过40%。

万家民营企业评营商环境报告发布
抗疫扶持政策获民企广泛认可

本报武汉11月1日电 记者柳洁、通
讯员孟立 刘雅琳报道：11月1日凌晨5点
30分，DJ5918次“复兴号”高铁动车组，全
列8节车厢共装运40吨电商快件产品从汉
口火车站开出，以最高300公里的时速“一站
直达”驶往北京，全程只需5小时10分钟。与
此同时，另外一趟高铁货运专列从北京西站
始发，上午10点20分抵达汉口火车站。

这是湖北首开高铁货运专列服务电商

运输。从11月1日至12月28日，每天在汉
口至北京西往返开行1对高铁货运专列。高
铁动车组每天凌晨5点后分别从汉口、北京
西两站始发，当天上午10点后抵达目的地。

据介绍，此次在汉口至北京西往返开行
的一对高铁货运专列，是铁路部门充分发挥
高铁成网运行和安全快捷等优势，优化运力
供给，加强电商、快递企业合作，服务电商黄
金周推出的最新举措。

湖北首开高铁货运专列服务电商运输

全国首个跨座式单轨转体梁成功转体

供热保时保温 群众身暖心暖
室外冷风瑟瑟，室

内温暖如春。近日，随
着黑龙江省牡丹江第
二发电厂热力公司如
期开栓，牡丹江市全面
启动供热。目前，牡丹
江全市17家供热企业
全部启炉开栓供热。
由于今年的温度比去
年同时期偏低，今年的
供热期也比往年来得
早了一些。

牡丹江第二发电
厂是牡丹江市3家主力
供热企业之一，共有
130 个换热站，服务
230 个 小 区 14 万 用
户。为确保采暖期顺
利供热，热力公司早在
采暖期前便早早地开
展了设备“体检”，采取

“冬病夏治”的方式对
所辖管网区域进行全
面检查，全力保障换热
站注水打压试验工作
如期完成。

在所辖小区内，发电厂通过张贴“供热
服务公示牌”，标明管片人员姓名、电话以
及24小时服务电话，方便热用户咨询、报
修，让用户问题第一时间得到解决。该厂
还建立了《热用户供热问题管理机制》，规
定了营销区域专责、营销部、安生部、经理
办公会四级工作流程，通过逐层处理、逐级
上报、集中攻关等工作机制，保证供热
质量。

近日，热力公司接到用户反映，辖区内有
6个车库管道破裂，影响附近区域供暖。工
作人员及时赶到现场，组织人员利用一天的
时间重新下管布线，并安装阀门、焊接管线，
车库终于恢复了温暖。“24小时随时为热用
户解决供暖问题是我们的责任。”热力公司服
务人员说。

据介绍，牡丹江市区供热面积4230万
平方米，其中，3家热电联产企业供热面积
4087万平方米，区域锅炉供热面积122万
平方米，分散清洁能源供热21万平方米。
为了畅通问题反馈及解决渠道，牡丹江市在
当地媒体开设了“暖屋行动”专栏，推动企业
在第一时间处理问题，有效缩短了供热问题
处理周期。

黑
龙
江
牡
丹
江
：

加
强
联
系
排
故
障

本
报
记
者

马
维
维

位于沈阳市沈河区的红星小区是个老旧小
区，楼龄超过20年。10月28日下午，记者来到该
小区，居民赵芙蓉觉得当地政府部门要求提前热
运行真是暖心之举，她拿着温度计给记者看：“现
在屋里已经暖和了，温度差不多在21摄氏度左
右。”负责红星小区供热的热源公司向记者展示了
供水、回水温度数值，从监控的大屏幕看到，居民
家中的温度都能达标。

按照“错峰起炉”的原则，沈阳多家供热企业

已经陆续起炉，开始进入热运行
状态。沈北新区供热办负责人介
绍，10月28日下午3点起，区内
13家热力公司都已经热运行，绝
大部分用户会明显感到室内管道
和供热设施有温度变化。

其实，早在降温之前，沈阳市各方对冬季供热
已经做好了准备。沈阳市城市公用事业发展中心
党组书记黄殿忠说，沈阳市目前供热煤炭储备充
足，储煤率已超出辽宁省政府提出的目标，预计
12月底储煤率可达到90%。此外，今年沈阳市供
热维修改造已投资6.8亿元，大修锅炉432台，鼓
风机692台，维修楼栋1998栋。同时，对上一采
暖期存在问题的9家重点单位和9处重点区域进
行了集中整改，今冬供热效果将得到改善。

近日，吉林省长春市解困小区一区27栋7门
302室史女士家楼道暖管不热，供暖公司迅速出
动，很快就解决了问题。为史女士家供暖的是长
房供暖总公司，公司运行锅炉房11座，总吨位
750吨，换热站90个。

今年，长房供暖总公司投资3000余万元，进行
了大规模的管网、锅炉改造及维修，并对所有管网从

起点到终点实行“地毯式”排查，确保
温暖每个用户的家。公司还与长春
市公用事业服务中心进行供热数据
对接，今年在线室温监测远传装置增
加到2000多户，通过监测平台随时
跟踪用户室温，使所有热用户室内温

度更加均衡。
在创安分公司锅炉房，一排四组锅炉正在加

热提温。每个锅炉40吨，为1.9万户居民供暖。
“低于34摄氏度必须提温。提温通过电脑进行，
直到回水温度达到34摄氏度为止。”分公司经理
孙金兵介绍，供暖期间，用户出了问题会找供热公
司，最忙的时候公司员工很多都是连轴转。

“通知一电老厂启动8号机，
备压机流量5000吨，同时全网平
衡自控系统改为手动输入指令，
控制回温在34摄氏度。”10月28
日14时45分，内蒙古自治区包
头市热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生
产调度控制中心向一电老厂发出热源调整指令。

“我们根据气象条件确定运行温度以及系统的供
热量，再调配系统运行的各个环节，满足当前热负
荷的需求。采暖期要经常发出调配指令，保障供
热系统平稳运行。”公司生产计划部部长李强说。

在包头第二热电厂30万热网首站，值班员芦
俊鹏正密切监控着热源的压力和温度等情况。“我
们24小时监控相应指标，同时根据情况及时调整
热源温度和流量，保证热源稳定。”包头第二热电
厂热力部副部长王科告诉记者，这些年厂里通过
技改不断提高供热能力，目前四台机组运行良好，

热源供应正常。据悉，像包头第二热电厂这样的热
源单位，包头市共有8个，热源保障充分。

热力站是供热系统中与热用户距离最近的环
节，主要功能是把一次热源通过换热器送到区域
内的热用户。包头市热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供
热六公司口岸中心站站长郭慧文介绍，中心站分
管8个热力站，目前各站运行正常。记者走进口
岸小区的一家住户，户主张艾绒告诉记者，自己在
小区居住多年，采暖期家中一直很暖和。温度计
显示，在开窗情况下，张艾绒家中温度为21.1摄
氏度。

内蒙古包头：

科学调配保运行
本报记者 余 健

辽宁沈阳：

错峰起炉暖万家
本报记者 孙潜彤

吉林长春：

全面排查御寒流
本报记者 李己平

10月31日，浙
江湖州安吉县章村
镇龙王山秋色（无
人机照片）。

位于浙、皖两
省三县交界处的浙
北最高峰龙王山是
黄浦江的发源地。
眼下，龙王山迎来
一 年 中“ 最 美 秋
色”，高空俯瞰层林
尽染，美不胜收。

张大岗摄
（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