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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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区委书记顾
中明前往区重点办调研我区重点工
程情况!副区长陶波参加调研"

去年以来! 区重点办紧紧围绕
锡山#争做全市增长极 $的要求 !锚
定苏浙沪地区#创新%兴业%宜居%乐
活$优选理想地的目标!大力推进全
区重点工程项目建设工作! 为锡山
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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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区重
点办承建的区重点工程项目 &含续
建%新建'共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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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区重点办承
建的道桥+房建%水利%绿化工程&含
续建%新建'共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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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 计划完成合同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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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总投
资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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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

顾中明充分肯定了近年来重点
工程建设上所取得的成效" 顾中明
指出!去年以来!区委区政府组织干
部赴先进地区参观学习! 今年又赴
昆山进行了学习考察! 从先进地区
的经验来看! 城市建设对区域发展
具有重要作用" 基于锡山城市发展
的需要和锡山的资金平衡能力 !我
区城市建设需要也有条件加大投
入" 高质量的政府供给才能换来高
质量的市场回报! 区重点办的重点
工程建设在高质量的政府供给中占
据重要地位" 区重点办要依托条件
许可!放宽视野!解放思想 !持续提
高城市建设的品质! 使锡山面貌更
具现代气息"

就做好下一步工作! 顾中明要
求,一是全程管控创一流* 工程建设

从招投标%施工到落成!必须全程管
控!强化重点工程建设过程管控!实
现对关键节点的有效管控* 二是只
争朝夕求高效* 工程建设在符合科
学%安全%质量的前提下 !必须狠抓
效率!全速推进!要以时不我待的精
神加快施工速度和进度 * 三是精
益求精出精品 * 城市建设必须出
精品 ! 区委区政府提出致力打造
城乡融合的一流美好城区典范 %推
动锡山实现跃升发展的目标给城市
建设者们提供了舞台和机遇! 要以
强烈的光荣感%使命感 %成就感造
就精品城市建设项目 * 四是洁身
自好保安全 * 必须全面规范内部
管理!特别是招标%变更 %财务管理
等制度!严格照章办事!强化过程监
督!努力化解廉政风险!增强全员廉
政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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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区老年人体
协召开第四届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总
结

!#(%

年工作!部署
!#(,

年工作和
主要活动! 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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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老体工作
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副区长陈奕到
会并讲话*

!#(%

年!区老体协万众一心!全
力以赴!为四运会出力添彩)重心下
移!贴近群众!抓好体育节活动)分步
实施!规范操作!深入推进#全覆盖$)

同步推进!相得益彰!建好项目与团
队)壮大队伍!激励士气!充分发挥志
愿者作用)因地制宜!拓建场地!为老
年健身创造良好条件) 稳中有进!抓
好宣传通讯和老体协自身建设*

!#(,

年!区老体协将丰富老年人体育节活
动内容!基本实现两个#全覆盖$!推
进健身项目与团队建设!建好健身站
点和志愿者队伍!加强老体宣传和老
年体协自身建设!助推我区打造全民
健身升级版*

陈奕指出!要思想同向!更高站
位做好老年体育工作* 希望区老体
协%各板块和有关部门牢牢把握发展
新方向!努力形成#贴近需求%供给丰
富%健康文明%品味精致%高雅时尚$

的老年人体育服务体系* 要上下同
心!更高水平做优老年体育工作* 围
绕增强老年人体质和提高生活质量
的目标!以项目建设%团队建设%站点
建设#三项建设$为重要抓手!推动全
区老年人体育工作实现跃升发展*要
各方同力!更高标准做强老年体育工
作* 希望区老体协%各板块和有关部
门!从不同维度全方位支持和服务老
年体育工作!形成老年人体育工作的
强大合力!确保老年人体育节各项活
动有条不紊!安全有序进行*

会上播放了
!#(%

年锡山区老年
体育工作纪实专题片! 云林街道%羊
尖镇%东港镇分别作了交流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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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区委书记%区人武部党委第
一书记顾中明主持召开区委常委议军会议! 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进一步加强党管武装工作!奋力
开创锡山国防后备力量建设新局面*

顾中明充分肯定了过去一年我区武装工作取得的
成绩* 他说!去年以来!区人武部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
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中央军委决策部署!按照军分
区和区委要求! 全力推进以军事斗争准备为龙头的各
项工作!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迈上新台阶)尤其是
紧紧围绕全区中心工作!大力参与支持地方建设发展!

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为锡山改革发展稳定作出
了重要贡献* 全区各级各部门把支持服务国防建设作
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扎实做好各项拥军优属工作!为
锡山国防后备力量建设提供了有力保障*

顾中明指出! 党的十九大报告深刻把握强国强军
的时代要求!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建设世
界一流军队!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断!作出了一系列重
大部署!为国防和军队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坚持以习近平强军
思想为引领!更加主动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高质
量推进国防后备力量建设! 不断开创新时代党管武装
工作新局面*一要落实党管武装政治责任*各级党组织
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 切实担负起党管武装重要职
责*要站稳政治立场%增强忧患意识%强化责任担当!确
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 中央军委决策部
署在锡山得到不折不扣贯彻落实! 为高质量发展营造
更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二要夯实人民武装建设基
础* 要严格落实党管武装工作制度!规范管武工作%强
化专武建设%浓厚兴武氛围!全面提升党管武装质量水平*

三要全力服务大局护航发展* 紧紧围绕区委% 区政府中
心工作!结合自身优势!全力支持地方建设发展!主动
承担急难险重任务!在护航锡山跃升发展中当好尖兵*

做好新形势下党管武装工作! 使命光荣% 责任重
大* 顾中明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进
一步增强党管武装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不断提高抓武装%管武装%建武装的能力水平!更加扎
实有效做好党管武装各项工作! 为锡山打造优选理想
地%推动发展新跃升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区委副书记%区长%区国动委主任王维就发挥政府
主体作用%推进我区国防动员工作作出部署* 他指出!

要担当主体责任!加强理念融合%建设融合%力量融合!

促进军民融合向深度推进! 实现军队战斗力和地方生
产力互促共进*要强化主导作用!政府主导%法规支撑%

建设接轨!促进国防动员向广度拓展!推动国防动员和
后备力量建设科学发展%创新发展* 要发挥主场优势!

拿出新举措%迈出新步伐%取得新突破!打造服务打仗
的助推工程% 军转安置的安心工程和退役士兵的育才
工程!促进双拥工作向高度提升*

会议观看了区人武部全面建设录像片*区委常委%

区人武部政委王颐然传达省军区% 军分区党委扩大会
精神!点评镇&街'武装工作)区人武部部长周文伟总结
部署我区人民武装工作* 区委%区政府全体领导!区人
大%政协党组书记!区国防动员委员会成员单位主要
领导 !各镇 &街道 '党 &工 '委书记 %人武部部长!红豆
集团%滨江学院人武部部长!区人武部党委委员参加了
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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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 区长王维
主持召开区政府四届

!,

次常务会
议* 会议审议了-锡山区创建省级农
产品质量安全区实施方案.-锡山区
!#(,

年校园及周边治安综合治理工
作实施方案.等*

为进一步提升我区农产品质量
安全监管水平!我区将开展省级农产
品质量安全区创建活动*实施方案明
确了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创建原则+

创建路径+实施步骤等*会议指出!要
围绕方案提出的监管制度完善+监管
能力增强+质量水平提升+群众反响
良好的创建目标! 狠抓措施落实!认
真做好各项创建工作)要持续抓好农

产品质量! 确保群众 /舌尖上的安
全$*

为进一步加强全区校园周边治
安综合治理工作! 我区制定实施方
案!以确保全区校园和师生安全为目
标!积极推进力量整合+工作联合!进
一步创新举措+夯实基础*会议要求!

要抓好方案落实!切实提升校园人防
技防建设水平+改善校园周边交通秩
序+净化校园周边环境+优化校园治
安环境+强化校车安全监管* 要全面
摸清情况!抓住重点区域!加大防范
力度! 排除校园周边各种风险隐患!

为学校创造良好的育人环境*

会议还审议了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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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世界顶尖科
学家中国0锡山工作站举行签约仪
式!这是锡山首次在区级层面与诺奖
获得者牵手结缘!开启科技创新领域
深度合作的崭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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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诺贝尔
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爱德华0莫索尔
教授!上海市张江科技园发展有限公
司常务副总裁+上海长三角科技城发
展有限公司执行总裁吴玉华!海外人
才离岸基地北美联系人尤逢尧!区领
导顾中明+李江+窦虹+章金伟!生物
医药和人工智能有关企业代表出席
活动*

签约仪式上!莫索尔教授与区委
书记顾中明共同为世界顶尖科学家
中国0锡山工作站揭牌* 区委常委+常
务副区长李江主持签约仪式* 区委常
委+组织部长窦虹代表锡山区授聘莫
索尔教授为锡山工作站首席科学家*

区委常委+锡东新城商务区党工委副
书记+管委会副主任章金伟与莫索尔
教授签署工作站合作协议*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近
年来!锡山区始终把创新放在突出位
置!围绕打造/具有全球吸引力的科
创产业化中心$的目标!深入实施创
新驱动战略! 大力优化创新政策+营

造创新氛围+集聚创新资源!不断提
升区域创新能力* 锡山区出台了关于
加快建设产业科技创新高地的政策
措施!制定了/锡山英才计划$升级版
及系列配套文件! 对重大科技项目+

顶尖人才及团队!重金扶持+一事一
议! 可给予最高

(

亿元的综合支持*

与麻省理工学院+欧洲科技创新中心
深化合作!举办研讨会+项目路演等
各类活动* 积极对接+招引高水平创
新载体以及高科技企业!微软人工智
能暨智能制造加速器+ 摩方精密+新
松机器人+帆软软件等一批优质科技
项目相继落户!锡山的创新氛围不断
浓厚+创新生态不断优化+创新活力
不断增强*

莫索尔教授是著名心理学家+神
经科学家!现为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
院士+挪威皇家科学院院士+挪威科
技大学卡夫利科系统神经科学研究
所创始主任!在过去数十年中领导了
一系列脑机理的前沿研究!是世界神
经科学领域的权威学者*

!##&

年!莫
索尔教授及其团队发现大脑定位机
制的另外一种神经细胞111/网格细
胞$! 这些细胞能够产生一种坐标体
系!从而让精确定位与路径搜寻成为

可能* 这一发现除了重大理论意义
外!对于神经药学!尤其是阿尔茨海
默症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有助于了
解病情初期造成空间记忆丧失的基本
原理* 凭借这一成果!莫索尔教授获得
了

!#()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顾中明在致辞中说!莫索尔教授
是世界顶尖心理学家+ 神经科学家!

有着广泛的国际影响力和号召力* 此
次!莫索尔教授选择在锡山建立工作
站!并担任首席科学家!充分体现对
锡山创新环境的认可+创新发展的信
心!我们深感荣幸!也深受鼓舞* 顾中
明表示!锡山区委区政府将牢固树立
/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的理念!以最大的诚意+最优的服务!

全力支持保障工作站的运行* 衷心希
望莫索尔教授以此次签约为契机!持
续深化与锡山的交流沟通!进一步拓
展合作领域+丰富合作内涵!把工作
站建成引育集聚国际顶级创新资源
的基地* 同时也希望莫索尔教授积极
宣传锡山+推介锡山!把更多高层次
人才团队+前沿技术+创新创业项目
介绍到锡山!为锡山打造/具有全球
吸引力的科创产业化中心$提供强劲
动力和支撑*

上海市张江科技园发展有限公
司常务副总裁+上海长三角科技城发
展有限公司执行总裁吴玉华表示!锡
山区位于长三角科技城一个半小时
的经济圈里!希望锡山区能够在长三
角科技城接下来的发展热潮中!积极
主动地参与和融入其中!实现资源共
享)希望借助长三角一体化的强劲东
风!使锡山区的经济与社会建设更上
新台阶*

随后!莫索尔教授还发表了 -网
格细胞与大脑的空间地图.的主题演
讲* 他用通俗易懂+生动诙谐的语言
介绍了世界科技前沿领域的最新动
态!分享了自己在神经科学领域的最
新研究成果!展现了深厚的学术造诣
和严谨的科学态度*

此次锡山设立世界顶尖科学家
工作站!是凸显人才工作+加快科技
创新的重要举措!也体现了锡山/引
才$/聚才$/爱才$/用才$ 的诚意!标
志着锡山在推进人才工作国际化+引
进世界顶尖智力方面迈出了突破性
一步* 世界顶尖科学家中国0锡山工
作站将在高端人才引进+科技成果转
化等方面持续发力+结出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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