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见习记者史思涵）
市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
会议将于5月20日在宜兴保利
大剧院开幕。昨天上午，市人大
常委会代理主任周斌，副主任赵
菊明、徐志军、朱保强，党组成员
许兴城、陈国强等实地检查了会
议筹备情况。

目前，大会各项工作已准备
就绪。检查中，市人大常委会领
导对各会场及各代表团驻地的
准备情况进行了详细检查，包
括会场布置、音响设备、资料分
发、医疗保障、安保后勤、车辆
交通等方面的工作，并作出了
具体要求。为加强会议期间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切实保
障会议顺利举行，根据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要求，大会秘书处
已提前发放告知书，要求参会

人员申报健康状况，并向所有
参会人员发放“健康包”。同
时，各会场、各代表团驻地严格
做好预防性消毒工作，备足医
疗物资，设置临时隔离室和医
疗服务室。各驻地、会场主入
口还安装了红外体温检测仪。
今年，所有参会人员必须佩戴
口罩、凭绿色“锡康码”、进行测
温后方可进入会场。

周斌对会务各项准备工作
给予肯定，并指出，此次会议在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的特
殊背景下召开，为确保会议顺利
进行，要始终保持高度重视，各
项准备工作坚持高标准、高要
求，防患于未然。同时，保障工
作要更周到，相关服务要更完
善，将疫情防控工作落实到细枝
末节，确保精准到位。

市十七届人大四次会议准备就绪

本报讯（记者倪 晶）昨天下
午，市政协十五届四次会议举行
讨论组召集人会议。市政协主席
梅中华主持会议。市政协领导莫
克明、吴伯荣、洪雅、吴青峰、芮俊
燕、钱伟兴、唐群峰，大会副秘书
长、各讨论组召集人、工作委员会
主任出席会议。

梅中华在会上指出，市政协
十五届四次会议是在全市上下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引，深入贯彻党的十
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严格按照市
委十三届七次全会的部署要求，
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双胜利”的关键时期，召开
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各讨
论组召集人要强化政治意识，准

确把握大会主题，充分发挥示范
引领作用，组织广大政协委员积
极为全市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贡
献智慧和力量；要践行团结民
主，积极营造和谐氛围，积极引
导广大委员高扬民主旗帜，增强
团结意识，促进不同党派、不同信
仰、不同民族、不同阶层人士之间
平等协商、合作共事；要精心组织
引导，认真组织小组讨论、切实提
高提案质量、全力保障大会选举，
确保完成各项任务；要严肃会风会
纪，当好表率，集中精力参加大会，
充分展示良好形象。同时，督促
委员严格落实会议纪律和疫情
防控要求，努力把市政协十五届
四次会议开成一个团结奋进、务
实高效的大会。

本报讯（记者倪 晶）市政协
十五届四次会议于今天上午开
幕。昨天下午，市政协十五届四
次会议预备会议在市政府会议中
心举行。市政协主席梅中华主持
预备会议。市政协领导莫克明、吴
伯荣、洪雅、吴青峰、芮俊燕、钱伟
兴、唐群峰等出席会议并在主席台
就座。有关镇（街道）的工作委员
会副主任等列席会议。

出席预备会议的市政协委员
应到352名，实到324名。莫克明
向大会作了市政协十五届四次会
议筹备工作情况报告。洪雅宣读
了2019年度政协工作各类先进
（优秀）表彰决定。会议通过了大
会议程（另发），通过了大会秘书
长、副秘书长名单（另发）。

市政协十五届三次会议以
来，广大政协委员，各民主党派、
工商联、无党派人士联络组和各
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界别
活动组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入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四
中全会精神，围绕中共宜兴市委
十三届五次、六次、七次全会工
作要求和市政协全年工作部署，
认真践行协商民主，积极履行主
要职能，以调研报告、提案、社情
民意等形式，参政议政、建言献
策。各有关部门高度重视、认
真办理，使所提意见和建议大
部分得到采纳和落实，对推动
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起到
了积极作用。 （下转2版）

市政协十五届四次会议今日开幕
昨举行预备会议

市政协十五届四次会议
举行讨论组召集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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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
视频会议开幕式上致辞

强调中国坚持以民为本、生命至上，始终秉持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既对本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负
责，也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尽责

提出加强疫情防控建议，宣布推进全球抗疫合作实
际举措，呼吁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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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基建、新动能、新发展”系列报道①

编者按：新基建是指发力于科技端的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含5G基站建设、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
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七大领域。今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提出要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眼下，新基建的相关领域
及其发展链条中的上下游企业，已与宜兴产生了诸多交集，我市部分企业甚至已经享受到新基建带来的发
展红利。

即日起，《宜兴日报》推出“新基建、新动能、新发展”系列报道，通过深入企业采访，展现企业在新基建风
口下抢抓机遇、谋划发展的生动实践，引导更多企业开拓思路、谋变求新，助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乘高铁东风 迎发展春天

如今，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
轨道交通，已成为民众出行最为
方便快捷的交通方式之一，高铁
等轨道交通产业链，也正成为越
来越多企业转型升级的一个风
口。站在这个风口上，不少嗅觉
敏锐的宜兴企业凭借技术和创
新，实现转型发展，在全国高铁建
设中分到了一杯羹。位于万石镇
的大平杆塔制造有限公司就是代
表之一。

2003年成立的大平杆塔是
一家主营业务为铁塔、钢杆生产
以及热浸镀锌喷塑的中日合资企
业。公司成立之初，虽然引进了
日本先进的镀锌技术，但既没有
显赫业绩，也没有丰富资源，只能
暂时在路灯灯杆镀锌等有限的平
台上“小打小闹”。公司副总经理
袁平表示，随着近年来大量高铁
线路的建设运营，如果大家稍加
留意，就会发现高铁沿线有很多
支撑接触网的H型钢柱，这些钢
柱由高频焊H型钢材料制作而
成。而对高频焊H型钢进行镀
锌，可在很大程度上减少被腐蚀
机会，延长其使用寿命，保障高铁
安全运行。瞄准这一领域的商
机，大平杆塔从2006年起进行技
术储备。

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
2014年，备受瞩目的“钢铁丝绸
之路”兰新高铁通车，这是世界上

在高原高海拔地区修建的一次性
建设里程最长的高速铁路。在建
设过程中，高原、低寒、强风等各
种极端环境，对高铁线路相关设
施要求极为严苛。就在2012年
初夏兰新高铁火热推进建设时，
中铁建电气化局集团轨道交通
器材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突然急
吼吼地找到大平杆塔，提出希望
在五六个月内，完成H型钢柱的
加工、镀锌。时间紧、任务重，经
过对均匀镀锌、45 度特殊船型
焊等进行技术攻关，大平杆塔最
终在时限内顺利交货，也因此一
举成为中铁建电气化局集团轨
道交通器材有限公司的“H型钢
柱分厂”。凭实力跻身“高铁供
应商”团队后，大平杆塔迎来了

腾飞的机遇。近年来，全国范围
内高铁建设快速推进，大平杆塔
看准机会，大力进军高铁市场，大
同至西安、成都至贵阳、合肥至安
庆、郑州至阜阳等轨道交通线两
侧，都由大平杆塔在H型钢柱上

“印”下“宜兴制造”的烙印。
近年来，大平杆塔不仅积极

参与高铁等轨道交通建设，在被
誉为“电力高铁”的特高压输电网
建设方面也火力全开。凭借相关
技术优势，大平杆塔先后参与了
全国首条双回特高压交流输电线
路工程“淮上线”的输电塔加工镀
锌、昌吉至古泉±1100千伏特高
压直流输电工程、张北至雄安
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
程等。多年来，大平杆塔也由一

个单纯的镀锌企业成长为主营业
务为高铁接触网钢柱、特高压输
电塔研发生产加工的集团企业，
实现了转型跨越发展。眼下，高
铁和特高压领域业务已占整个公
司业务总量的八九成。

“这些年公司实力不断壮大，
去年实现销售约 2.2 亿元，比
2018年增长约30%。在新基建
浪潮下，今年我们将继续发力。”
袁平表示，在某种程度上，大平杆
塔还是一家劳动密集型企业，核
心技术来自镀锌配方和加工工艺
等。在这种局面下，公司想通过
产学研合作和精密加工中心建
设，用三至五年的时间逐步实现
智能制造，更好地为中国高铁、特
高压等“名片”继续添彩。

□记者李 震

如何抢抓新基建机遇，使
其成为撬动企业转型升级、实
现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杠杆？大
平杆塔给我们的启示是：关键
要念好“新”字诀。

抓好新机遇，要以技术创新
为主要驱动。细数我市涉及轨
道交通产品的实力企业，有不少
凭借领先技术，成为了细分领域

领跑者。如市汉堡锻造有限公
司打破国外垄断，为“复兴号”提
供安全可靠的钩缓装置；江苏远
兴环保集团有限公司将生产的

“声屏障”设备，拓展至高速铁路
等领域；江苏锐成机械有限公司
生产的高铁动车车体摩擦焊接
设备，受到业内广泛好评，这些
企业都拥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和

持续的科研投入等作支撑。
抓好新机遇，要敢于尝新、

善于尝新。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
既要主观热情，也要客观理性，像
大平杆塔这样，立足自身实际，进
行科学评估和周密部署，并结合
专长领域进行创新与合作，稳扎
稳打、步步为营，才能在新发展
中逐步确立新优势。 （正 一）

新基建贵在念好“新”字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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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市上下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
精神，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双胜利”的关键时期，
市政协十五届四次会议和市十
七届人大四次会议将分别于今
天和明天隆重开幕。肩负着全
市人民重托的市人大代表、市政
协委员齐聚一堂，共商发展大
计、共绘美好蓝图。我们对全市

“两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
向代表、委员致以良好的祝愿和
崇高的敬意！

时间记录前进刻度，年轮写
下追梦华章。2019年，是新中国
成立70周年，也是“强富美高”新
宜兴建设第五个年头。一年来，
全市各界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紧紧围绕“六个高质量”发展要
求，团结一心、拼搏奋进，宜兴发
展延续了近年来稳中有进、争先
进位的良好势头，站上了新的历
史高位。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全
市人民团结奋斗、顽强拼搏、克
难奋进的结果，也凝聚着市人大
代表、市政协委员的心血、智慧
和汗水。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
清醒地看到，当前宜兴经济社会
发展还存在不少问题和挑战。
全市上下必须勇于担当、恪尽职
守，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乘风破
浪、阔步前行。

迈入新的一年，一场突如其
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全市人民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造成了严
重威胁，给经济社会平稳运行带
来了巨大冲击。全市各级按照

“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
治、精准施策”的防控总要求，坚
定把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以最快速
度恢复了生产生活秩序，取得了
重要阶段性成效。

岁月见证初心，实践砥砺信
仰。今年是高水平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决胜之年，也是“十三五”
规划收官之年，做好今年工作具
有里程碑意义。“两会”的召开，
就是要在市委十三届七次全会
精神的指引下，进一步动员和团
结全市人民，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
用新发展理念指导实践，推动高
质量发展，全力打好全面小康收
官仗、产业强市纵深仗、长三角
一体化主动仗、重大风险防控攻
坚仗，统筹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
展，推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建设、“强富美高”新宜兴建
设不断进步、走在前列。

初心不改，为人民谋幸福永
无止境；使命在肩，为民族谋复
兴催人向前。当前，宜兴的发展
已经到了“船到中流浪更急，人
到半山路更陡”的重要时刻。面
对历史重任和发展考验，我们必
须以更大力度强攻坚、抓收官，
以决战的姿态、决胜的信心，确
保圆满完成“十三五”规划、兑现
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庄严
承诺； （下转2版）

勇担新使命
扬帆新征程

——热烈祝贺宜兴“两会”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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