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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太仓：奏响城乡一体化和谐乐章
●新华社记者 刘巍巍

从乡镇企业的崛起到外向型经济的集聚，江苏
省太仓市经济发展稳，连年位居全国百强县前列。
城乡收入比连续多年低位运行、农村生态环境
持续改善、城乡居民发展机遇日趋公平……太仓实
践正描绘城乡一体化新蓝图。

家顾炎武的社会理想。这一理想，如今在其故乡大 一项项逐层推进、对接城市的社会保障制度，正
地逐渐变成现实。
改变长期以来困扰农民的上学难、看病难、养老
太仓市城郊的东林村，生机勃勃的现代化农业 难等“痼疾”
。
生产场景引人注目。
在办学标准上，实现城乡统一，太仓成为“全国
高标准农田中，水稻长势喜人；生态米厂里，一 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新扩建的太仓市港城
粒粒晶莹剔透的“富硒大米”跃动在流水线上，真空 小学，拥有 400 米塑胶跑道、篮球馆、健身馆、室内
乡村“蝶变”：水清地绿路宽
包装、冷藏入库；
生态饲料厂内，
一包包秸秆被切碎， 体育馆、现代图书馆等一流硬件设施。在这所农村
初夏时节，记者走进太仓市沙溪镇香塘村，看 加入豆渣、
砻糠等
“营养元素”
，
制成牛羊饲料……
小学里，孩子们在航模教室动手制作航模、在机器
到的是一排排粉墙黛瓦的农家小院，宅前屋后种着
东林村党委书记苏齐芳告诉记者，村里近年推 人实践室学习前沿科技、在舞蹈室舒展肢体……学
瓜田菜园，干净整洁的硬化道路直通各户。
进“三产融合”发展，依托村办合作农场，先后搭建 生家长尹红告诉记者，学校里经常组织机器人表
村民严惠亚告诉记者，这几年美丽村庄建设让 六大农业发展平台，村级集体资产从原来的 2500 演、英语课本剧、器乐演奏等活动，孩子们虽然在乡
河水清了、空地绿了、道路宽了。
“一到节假日，城里 万元发展到现在的 2 亿元。2018 年，村民人均纯收 下上学，
但眼界同样开阔，
未来同样可期。
人都想到这儿过
‘农家生活’。”
入达到 3.4 万元。
同时，太仓市还大力推进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
2017 年开始，太仓市启动新一轮美丽村庄建
在太仓，像东林村这样主业突出、特色鲜明的 障、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全面接轨，其全民大病再保
设。在提升村容村貌同时，积极探索农村环境自我 乡村并非个例。电站村围绕草坪、葡萄酒等特色农 险成为国家医保新政的蓝本。
净化长效机制。
产品做强产业；方桥村把水环境治理放在首要位
71 岁的杨瑞芳家住太仓市浏河镇东方社区，
每天早晚，太仓市城厢镇万丰村村民钱德良， 置，实现以“水”养人、以“水”富民；半泾村实施“菜 每天都到浏河镇邻里生活馆“打卡”。生活馆整合残
爱到村口的人工生态湿地公园散心、锻炼。2017 篮子”
工程，
标准化生产、机械化耕作如火如荼…… 疾人之家、老年之家、双拥之家等功能资源，为居民
年，蹲惯了茅厕的他和城里人一样，有了卫生间。村
67 岁的钱耀兵是电站村村民，现在在村里的 提供养老、助残、卫生、婚宴等服务。
“这里有老年人
里 180 户人家都接上了污水管道，污水通过这座 合作社从事仓储包装工作。“每月工资 2000 多 ‘小饭桌’，棋牌绘画兴趣小组，还有医生现场坐
“神奇的公园”转化成清水。
元，加上退休金 4000 多元，月收入 6000 多元。 诊。
”杨瑞芳说。
这片人工湿地由调节池、垂直流湿地、水平流 到了年底还有分红。”钱耀兵说，前两年，孙女大
今日太仓，城乡居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居
湿地、草溪湿地和生态塘组成，可日均处理污水 学毕业后主动回村工作，“年轻人回来了，农村越 住方式的重大变革显现在一个个细微之处：公交开
150 立方米。
来越‘年轻’了。
”
进村头、宽带接入每户、生活垃圾分类回收……太
太仓市市长王建国介绍，他们始终把城市和乡
数据显示，2018 年，太仓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仓，
奏响城乡一体化和谐乐章。
村作为整体统筹规划，协调推进城镇化与新农村建 配收入达到 32458 元，城乡居民收入比为 1.94:1，
（新华社南京 5 月 13 日电）
设，太仓由此入选首批全国农村幸福社区建设示范 是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小、农民收入最高的城
单位。
市之一。

城乡“不差”：年轻人回归村庄变“年轻”
“天下大治、民生富足”，是明末清初杰出思想

全面“接轨”：
“乡下”未来可期
农村环境美起来、农民钱袋子鼓起来同时，

绿色包装等一批重要国家标准发布

新华社北京 5 月 13 日电 （记者赵文君）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国家标准委 13 日发布一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绿色包装、网络安
全、能源计量等诸多领域，与经济社会和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
在绿色包装领域，《绿色包装评价方法与准则》 国家标准，针
对绿色包装产品低碳、节能、环保、安全的要求，规定了绿色包装
评价准则、评价方法等。标准的实施将推动绿色包装评价研究和应
用示范、转变包装产业结构、包装行业可持续发展。
在网络安全领域，新修订的 《信息安全技术网络安全等级保护
基本要求》 等系列国家标准，可有效指导网络运营者、网络安全企
业、网络安全服务机构全面提升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在能源计量领
域，新修订的 《膜式燃气表》 国家标准将促进我国燃气表产业的转
型升级、质量提升。
针对社会反映的国家标准申报难、标准制修订过程公开等问
题，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进一步修改完善了国家标准制修
订程序，营造更加公开透明的标准制修订环境。
赋予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从制修订系统提报国家标准项目的
权力。对于获得五名及以上委员支持的项目，必须进行处理并由全
体委员会审议投票，进一步畅通了社会各界参与国家标准制修订渠
道，保证标准计划来源更加广泛，立项更加公开。
建立公开征求意见平台。在国家标准征求意见阶段，起草单位
除原有的征求意见渠道外，还应通过制修订系统对外征求意见，形
成“提出意见、反馈意见、按意见修改完善”的闭循环，从而使公
众方便地参与到每一项标准制修订过程中，既确保公众的知情权、
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又确保了各方面所提意见得到有效的采
纳和处理，让标准的适用性、科学性进一步提升。
下一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将进一步完善国家标
准制修订各个环节，为各相关方，特别是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和
消费者参与国家标准制修订工作，营造更加公平公开的标准制修订
环境，不断提升国家标准质量和水平。

我市各地普降喜雨 春耕生产有序推进
（上接一版） 向日葵计划种植面积 17 万亩，
分别增长 13.5%、5.7%、6.5%，高粱、绿
豆计划种植面积分别达 136 万亩、138 万
亩。预计 5 月底之前完成水田插秧。
为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提高农民综合

素质，
加大春耕生产的科技指导和服务工作，
市
农业农村局抓住冬春有利时机，
在各县（市、
区）
扎实开展
“科技之冬”
培训活动。
截至目前，
全市
冬春科技大培训共举办各类培训班 1304 期，
培训人员11.62万人，
印发资料17.35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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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

5 月 13 日，在毕节市大方县核桃乡木寨村马白寨度假村，村民在称重采摘的花瓣。
近年来，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核桃乡木寨村发展种植食用玫瑰花，既可用于加工生产玫
瑰花食品，又带动了当地乡村旅游的发展。
新华社发 （罗大富摄）

电影 《白河警事》 聚焦基层民警
新华社北京 5 月 13 日电 （记者白瀛） 由
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公安题材影片 《白河警
事》 13 日在京举行首映式。影片通过基层民
警面对工作与家庭冲突的艰难选择，表现了年
轻基层警察的成长和警民的鱼水关系。
导演张玉中介绍，片中，刑警李强被调
到地处偏僻的三岔镇当派出所副所长，在所

长王英莲的影响下，与秦莎莎等民警一起认
真履职、努力奉献，为当地百姓筑起一道平
安防线……
八一厂相关负责人说，电影 《白河警事》
不刻意塑造传奇人物，不一味虚构传奇案件，
而是根据基层派出所的实际情况，真实刻画一
线警务人员的工作生活状态。

李白：誓死守护党的秘密电台

图为李白像 （资料图片）。
新华社发
新华社长沙 5 月 12 日电（记者刘
良恒）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纪念在上海
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李

白，
以他为原型，
拍摄了电影《永不消逝
的电波》。电影中的李侠对党忠心耿耿、
为革命英勇献身的事迹，
真实地再现了
李白烈士短暂却光辉的一生。
李白故居位于湖南浏阳市张坊镇
白石村，
坐西南向东北，
土木结构，
呈正
方形布局，屋面由小青瓦铺设而成，典
型的四合院形式。2010 年，在李白亲
属、家乡百姓的支持下，李白故居按原
貌恢复，
并增加了烈士生平陈列。
李白，原名李华初，曾用名李
朴，化名李霞、李静安。1910 年出生
于湖南浏阳，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 ， 1927 年 参 加 湘 赣 边 秋 收 起 义 ，
1930 年 8 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成为
红四军通信连的一名战士，后任通信
连指导员。
1931 年 6 月，李白调到瑞金红军
通信学校第二期电讯班学习无线电技
术，
结业后分配到红五军团任电台台长
兼政治委员，
参加了长征。
全国抗战爆发后，1937 年 10 月，
李白受党组织派遣，化名李霞，赴上海
从事党的秘密电台的工作。
在日寇与汪

（上接一版）中国互联网积蓄的潜能将持续释放。
中国从数字大国迈向数字强国，还有很长一段
路要走。数据显示，截至 2018 年底，我国网民规模达
到 8.29 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59.6%。庞大用户一
方面为数字产业和数字中国建设奠定了基础，另一
方面也有待于持续不断地从中挖掘潜能。比如，数据
共享不充分不及时、数据资源采集利用与标准不规
范、数据资源社会化开发的法治环境有待完善，等
等。
“随时以举事，因资而立功，用万物之能而获利其
上”，未来数字中国建设既要直面难题又要顺应趋

伪军警特务等麇集、环境极其险恶的上
海，李白克服各种困难，负责上海党的
地下组织与党中央的秘密电台联络工
作，
用无线电波架起了上海和延安之间
的
“空中桥梁”
。
1939 年，工作环境更加险恶，党组
织安排女工出身的共产党员裘慧英与
李白假扮夫妻掩护电台，开展工作。两
人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产生爱情，
后经
地下党组织批准结为夫妻，
成为秘密斗
争之家。
1942 年 9 月，日军在对秘密电台
的侦测中，逮捕了李白夫妇。日寇对李
白施以种种酷刑，但他坚不吐实，一口
咬定自己是私人电台。1943 年 5 月，李
白经党组织营救获保释。出狱后，党组
织将李白夫妇调往浙江，
安排他打入国
民党国际问题研究所做报务员。
他化名
李静安，往返于浙江的淳安、场口和江

西的铅山之间，利用国民党的电台，为
党秘密传送日、美、蒋方面大量的战略
情报。
抗战胜利后，李白回到上海，继
续从事党的秘密电台工作。1948 年
12 月 30 日凌晨，他在与党中央进行
电讯联络过程中，因国民党特务机关
测出电台位置而被捕。被捕后，李白
经受了高官厚禄的利诱，遭受了各种
酷刑的逼供，但他始终坚贞不屈，敌
人始终没有能够从他口中得到一点想
要的信息。
1949 年 5 月 7 日，在上海解放前
夕，
李白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杀害。
李白牺牲后的 70 年来，大山深处
的张坊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根据
规划，白石村计划发展“红色旅游+研
学旅游”模式，走旅游促产业的融合发
展之路。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数字中国，催动发展蝶变
势，让代表着新的生产力、新的发展方向的网信事业
更好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
“助推器”。
“万物互联，催生社会蝶变”。5500 多年前，生
活在福州的人们用陶土制造了一盏灯，点亮了海洋
文明的星星之火。今天，被喻为“有福之州”的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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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同样点亮了数字发展的一盏明灯，助推数字中
国建设迈出了重要一步。面对日新月异的大数据发
展，以此为契机，只要审时度势、精心谋划、超前
布局、力争主动，就能加快建设数字中国的步伐，
让科技之光普照生活。
（据《人民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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