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版值班编委：贾俊康 责任编辑：张云芳 组版：徐 鹏 视觉：陆 乐 校对：刘夕蓉 每份零售：1.5元 本报及宜兴网法律顾问：江苏谋盛律师事务所 储云南 律师 18300009393·

宜兴市融媒体中心旗下媒体平台
●宜兴日报；
●宜兴新闻、紫砂、生活、影视四个电视
频道；
● FM96.1宜兴交通台；
● 宜兴发布、宜兴日报、阳羡茶馆微信
公众号；
●宜兴发布、i宜兴客户端；
●宜兴融媒——宜兴新闻、醉宜兴抖音
号；
●宜兴网；
●户外路名牌、阅报栏。

本期8版
第10084期

1版
2020年8月

4
星期二

农历庚子年
六月十五

Yixing Daily

多云转阴有阵雨
东南风4级 28℃—34℃ 宜兴日报微信公众号宜兴发布微信公众号

· 宜兴网：http://www.cnyixing.cn 新闻热线：（0510）87981161 广告热线：（0510）87981540 ·

·宜兴市融媒体中心主任：张益强 总编辑：芮占良 国内统一刊号：CN32-0009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3202804800028·

导读

3版▶▶

仅今年7月以来，警方已接到98起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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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风“黑格比”将影响我市
今明两天高温有所缓解

本报讯（记者何洁蕾）最
近几天，晴热当道，在人们对
降温望眼欲穿时，今年第3号、
4号台风相继生成。其中，第4
号台风“黑格比”将对我市有
明显影响，今明两天，“上蒸下
煮”的“桑拿感”将有所缓解。

这几天，我市天气一下子
从“多雨”切换成“闷热”，受副
热带高压影响，太阳的热情
真的没话说，我市已经连续3
天出现35℃以上的高温天气，
走在户外，阳光的炙烤让人直
呼吃不消。不过，台风“黑格
比”正在赶来救场。据市气
象台8月3日14时的消息：8
月3日，“黑格比”由强热带风
暴级加强为台风级，且强度
逐渐加强，将以每小时22公
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

动，于当天夜间至4日凌晨在
浙江南部一带沿海登陆，登
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
逐渐减弱。今天傍晚时分，

“黑格比”将进入江苏，5日凌
晨，残留低压从江苏北部出
海。受“黑格比”影响，今明
两天，我市将有阵雨天气，其
中今天夜里雨量中等，局部
大到暴雨。同时，东南风力
逐步增大到 5—6 级，阵风 7
级，水面阵风8—9级，届时连
续高温将有所缓解。

三伏天里，台风的到来只
能帮我们短暂地缓解高温，晴
热的主旋律还在。台风过境
后，我市仍将受副热带高压控
制，35℃以上的高温天气还将
连续出现，市民要注意防晒和
补水。

本报讯（记者刘思俊/文
仇洪生/摄）8月 2日，一年一
度的全市征兵体检工作全面
展开。当天起至8月9日，我
市900余名应征青年将分批前
往位于市人武部的市征兵体
检站接受体检。

8月2日一大早，新街街道
的50名应征青年，率先来到市
征兵体检站接受体检。在市
人武部工作人员的安排下，应
征青年们有序在各检室门口
等候，按照征兵体检流程，依
次接受信息采集、血压、听嗅、
外科、眼科、五官科、心电图、
心理测试、内科等项目检查。

据市人武部相关负责人
介绍，根据国家疫情防控工作
决策部署，经国务院、中央军
委批准，今年上半年征兵工
作推迟至下半年一并组织实
施，上半年征兵任务合并至
下半年一并完成。经过前期
动员，我市适龄青年们积极
响应、踊跃报名参军入伍。
今年体检工作将继续实行全
封闭式管理，严把征兵体检质
量，为祖国输送更多高质量兵
源。

图为体检现场。

我市征兵体检工作全面展开
900余名应征青年将分批接受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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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兴电网调度用电负荷
创年内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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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松获利”的微信号出租生意
隐藏哪些秘密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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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机关
严厉打击长江流域非法捕捞

抓获嫌疑人2680余人

本报讯（通讯员蒋 逸）昨天
15时09分，宜兴电网调度用电
负荷达到183万千瓦，同比增长
12.4%，创年内新高。目前，宜兴
电网运行平稳，全市用电有序。

超长“待机”的梅雨季后，我
市开启“高温模式”。上周以来，
宜兴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大部
分地区出现35℃以上高温，局部
地区达37℃以上。市供电公司
调控中心主任刘森表示，相较去
年，今年受疫情和汛期的双重影
响，我市用电负荷一直在中低位
运行。但得益于全市经济稳健发
展，以及持续高温天气带来的降
温负荷拉动，宜兴电网负荷正在
持续上升。

为全力以赴应对今夏用电高
峰，市供电公司并行推进多项保
电准备工作。1—6月份，完善宜
兴地区有序用电方案，组织全市
用 户 可 调 负 荷 普 查 ，投 资
6817.27万元实施80项迎峰度夏
工程项目，补强电网薄弱环节；合

理安排电网运行方式，组织13条
220千伏线路轮停检修；强化设
备运维管理，累计整改低电压用
户130户、超重载配变112台、线
路通道隐患68条；助力企业复工
复产，做到“当日申请、当日办
结”，用电报装申请容量39.40万
千伏安，同比增长1.89%。

根据预测，今夏我市全社会
最高用电负荷将达195万千瓦
左右，若遭遇极端天气，用电负
荷需求将进一步升高。为保障
高温天气全市用电连续、可靠，
市供电公司将密切跟踪天气变
化，合理安排电网运行方式，并
对电网运行情况进行实时监测、
滚动分析，密切监视重点线路及
变电站的运行和负荷情况，加强
对各变电站设备的巡视，对无人
值守变电站，通过远程图像监视
系统对设备运行情况严密盯防，
同时带电作业抢修人员保持24
小时待命，保证高温期间全市电
力稳定供应。

本报讯（记者倪 晶）产业强则
经济强，项目兴则产业兴。作为市
委十三届八次全会的重要环节，昨
天，市委书记沈建带领各板块、各
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赴经开
区、张渚镇、湖氵父镇，集中观摩省级
重大项目推进成效。参加观摩活
动的全体人员以项目为触点，在火
热的建设场景中，感受宜兴高质量
发展脉搏。市领导张立军、周斌
（人大）、梅中华、周中平等参加观
摩活动。

集成电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正成为推动我市产业转型升级、实
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力引擎。
位于经开区的中环领先集成电路
用大硅片项目总投资30亿美元，已
连续 3 年被列入“江苏省重大项
目”。该项目分两期建设，其中项
目一期8英寸大硅片生产线于去年
9月正式投产，12英寸大硅片生产
线安装调试正有序推进。该项目
的投产，助推宜兴成为无锡集成电
路产业链闭环中的重要材料环
节。沈建一行深入现代化生产车
间参观，详细了解生产工艺工序，

当得知12英寸大硅片生产线有望
于今年8月下旬投入试生产时，沈
建给予肯定，并鼓励项目方不断提
升核心竞争力，早日打造成为国际
先进的高端半导体材料制造基
地。同时，他叮嘱经开区和相关部
门要积极主动、靠前作为，进一步
优化政务服务和营商环境，持续提
升“中环速度”，高质高效助推项目
建设。

当前，宜兴旅游业正加速爆
发、崛起振兴。在宜南山区，窑湖
小镇和雅达·阳羡溪山两个重大旅
游项目，已从纸上规划逐渐成为立
体“地标”。其中，位于张渚镇的窑
湖小镇项目计划总投资130亿元，
于 2018年 8月开工建设，致力围
绕宜兴特有的竹、茶、陶等文化元
素，打造一个生活、生态、生产“三
生融合”的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小
镇。目前，项目游客中心初步竣工
验收，窑湖度假酒店部分主体完成
验收。至6月底，项目开工面积已
达55万平方米。湖氵父的自然山水
间，雅达·阳羡溪山小镇中心缓缓
揭开面纱。该小镇中心公共配套

超10万平方米，最大限度挖掘和
传承宜兴文化，围绕餐饮和文化两
条主线，打造具有丰富内涵的公共
文化空间。目前，已引进精品酒
店、特色民宿、紫砂博物馆、文创中
心等近30家优质主体，建成后将
成为国家级阳羡生态旅游度假区
的游客集散中心，计划于今年9月
试开放。

“项目建设过程中还有什么困
难？”“目前需要我们协调哪些具体
事项？”在两个项目建设现场，沈建
一行边走边听，详细了解项目内部
规划、建设进度与周边配套，对项
目建设进度给予肯定。沈建指出，
两个项目为宜南山区的旅游业发
展注入强劲动力，对完善提升产业
配套体系，辐射带动周边区域，促
进宜兴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助
推。他要求，属地板块和有关部门
要进一步主动对接项目需求，加快
协调解决项目在推进过程中遇到
的困难，确保项目建设各项工作高
效推进。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沈建
指出，全力打好产业强市纵深仗，
关键在于项目建设。今年以来，宜
兴积极应对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
排除各种困难、创造有利条件，全
力推进重大项目建设。上半年，我
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53.3
亿元，增长7.8%，其中工业投资增
幅实现“扭负为正”，其他各项指标

基本达到或超过时序进度。沈建
表示，这些成绩的取得，既得益于
各板块和相关部门紧紧围绕项目
建设与招引，合力担当、奋发有为，
也离不开项目方对宜兴投资环境
的充分信赖，对项目建设的有力有
序推进。

就做好下阶段工作，沈建要
求，全市各级各部门要不断提高思
想认识，把抓项目作为践行新发展
理念、实施产业强市战略、推动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始终坚持

“项目为王”，持续造浓抓项目抓发
展的良好氛围。要确保完成目标
任务。把抢抓项目建设作为主题
主线，坚持“领导挂钩、市级例会、
板块月报、项目督查、每月通报、每
季观摩”等机制，持续加速项目建
设推进，确保全面完成各级重大项
目建设目标任务。要继续做好项
目招引。把重大项目招引摆上更
突出位置，继续强攻招商引资，尤
其要进一步深耕长三角、接轨大上
海，加大强链、扩链、延链招商力
度，巩固扩大项目“三个一批、滚动
投入”良好态势。要深化项目服务
保障。坚持落实领导挂钩服务重
点项目机制，充分用好优化营商环
境各项举措，加快协调解决项目推
进中遇到的各类问题，以务实的举
措、过硬的担当，为项目加快推进、
经济平稳运行保驾护航，不断擦亮
宜兴营商环境品牌。

市委十三届八次全会重大项目观摩会昨举行

紧抓项目建设主题主线
打造高质量发展强引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