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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成都 2 月 12 日电 中华民
族传统节日——春节来临之际，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 10 日来到驻四川部队某基
地，深入发射工位和技术厂房，看望
慰问部队官兵，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

李铭带队检查安全生产

沈国芳在区纪委十三届三次全会上要求

绷紧安全弦 平安过大年

以新思想引领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新实践
本报讯 （记者章政英） 昨天，中国共产党
苏州市吴江区第十三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
全体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
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和中央纪委二
次全会、省纪委三次全会、市纪委三次全会精
神，总结工作、分析形势，研究部署 2018 年全
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区委书记沈国芳出席会议并讲话，要求深
入学习贯彻上级会议精神，深刻领会精髓要
义，以新思想引领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新实
践；准确把握形势任务，以实际行动推动全面
从严治党实现新作为；务实重行狠抓落实，以
永远在路上的执着开创全面从严治党新局面；
强化担当履职尽责，以奋进姿态担起新时代全
面从严治党新使命。
李铭、沈金明、李斌、王燕红、王益冰、
徐晓枫、周春良、范建龙、刘伟、李卫珍出席
会议并在主席台就座，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
乐江主持会议。
沈国芳指出，党的十九大鲜明地提出了新
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
委二次全会上的讲话，登高望远、居安思危，
内涵丰富、切中要害，既是我们党勇于自我革
命的宣言书，
（下转 02 版）

本报讯 （记者杨华） 昨天
下午，区委副书记、区长李铭
带领区安监局、公安局、经信
委、市场监管局、交通运输
局、供销社、消防大队等单位
负责人，前往平望镇检查安全
生产。李铭强调，要时刻绷紧
安全生产之弦，严防事故发
生，确保让人民群众过一个平
安祥和的新年。
“春节期间有人值班吗？”
“大年最后一班车几点发？”李
铭首先来到平望汽车站，了解
春节期间客运线路、值班安

查摆问题 推动工作
区纪委十三届三次全会现场。（吴斌摄）

坚持率先推动高质量发展
大精神在吴江落地生根，坚持
率先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增
强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
全感，认真贯彻落实新时代党
的建设总要求，为各项事业发
展提供坚强保证。
会上，区委常委、吴江经

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徐
晓枫代表党工委领导班子及个
人作对照检查，并听取了大家
的意见建议。随后，党工委领
导班子成员围绕本次民主生活
会的主题，逐一进行个人对照
检查，开展了动真碰硬的批评

与自我批评。
沈国芳认真听取班子每位成
员的发言并在民主生活会结束时
讲话，他说，这次民主生活会认
真贯彻了中央、省、市、区委的
要求，开出了高质量、开出了新
气象，大家的发言认识深刻，体

会真切，查摆严格，意见坦诚，
会议现场充满了团结、紧张、严
肃、活泼的政治气氛，达到了统
一思想、明确方向、凝聚力量的
目的，增强了党委班子的凝聚
力、战斗力、向心力。
（下转 02 版）

李铭在吴江高新区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上强调

以作风改善带动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本报讯 （记者王炜） 7 日
下午，吴江高新区 （盛泽镇）
党工委召开 2017 年度吴江高
新区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
会。区委副书记、区长李铭全程
参会指导。他强调，
要以此次民
主生活会为契机，形成良好的

排、隐患排查、安全应急预案落
实等方面的情况。李铭指出，平
望处于吴江的中心位置，是交通
枢纽重镇。春运期间出行人流量
迅速增加，要维持车站秩序，加
大检查力度，切实把好安全关，
确保旅客的生命财产安全。他还
和汽车站工作人员亲切握手，送
上新春祝福。
在鹏辰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李铭走进厂区了解安全生
产风险点及防范措施。当得知鹏
辰聘请了杭州的专业公司进厂开
展管理培训，
（下转 02 版）

区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2017年度民主生活会

沈国芳在参加吴江开发区党工委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时强调

本报讯 （记者王炜） 8 日
下午，区委书记沈国芳全程参
加并指导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
党工委领导班子 2017 年度民
主生活会。沈国芳强调，要高
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伟大旗帜，推动十九

委，向全体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
兵、民兵预备役人员致以诚挚问候和新
春祝福。他强调，要认真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 深入贯彻新时 代党的强 军思
想，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兴
军、依法治军，
（下转 16 版）

工作作风，以作风的改善带动
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会上，区委常委、盛泽镇
党委书记、吴江高新区党工委
书记范建龙代表党工委领导班
子进行对照检查及个人作对照
检查，并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建

议。随后，每位班子成员也逐
一围绕本次民主生活会的主
题，紧密联系个人实际，认真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李铭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
后，高度肯定过去一年吴江高
新区取得的显著成绩。他说，

吴江高新区党工委领导班子对这
次专题民主生活会高度重视，精
心组织，认真准备，各项工作做
得比较扎实，集中体现为“组织
学习到位、征求意见到位、对照
检查到位”，并坚持聚焦问题、
坚持坦诚相见、坚持领导带头，

民主生活会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李铭强调，要迅速落实整
改，为下一步发展提供坚实保
障。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吴
江高新区党工委领导班子必须按
照中央和省、市、区委的统一部
署要求，
（下转 02 版）

本报讯（记者徐东升）昨天，
区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2017年
度民主生活会。
区人大常委会主
任、党组副书记沈金明主持会
议，
夏晓阳、王悦、张志成、高继
红、
庄永先参加会议。
会议以认真学习领会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坚定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
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
大各项决策部署为主题，联系
班子和个人实际深入查摆问

题，严肃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
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增进
团结、振奋精神。
会前，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向非驻会委员、相关部门及各镇
人大进行了书面征求意见，并邀
请了部分乡镇人大、人大代表及
人大机关人员召开民主生活会征
求意见座谈会，共收集意见建议
13 条。
会上，沈金明首先代表区人
大常委会党组作对照检查发言，
（下转 02 版）

市文明办领导
慰问
“苏州好人”
陆志琴
本报讯 （记者周成瑜） 昨
天上午，苏州市文明办副主任
刘文伟来到桃源镇严慕村，走
访慰问了“苏州好人”陆志
琴，并为她送上了慰问品和慰
问金。
见到陆志琴时，她正扶着
丈夫坐到院子里的躺椅上晒太
阳。因为患有尿毒症，陆志琴
的丈夫在生活起居上十分依赖
妻子，而陆志琴每天需要帮他
换五次“腹透液”，每月还要
陪同其到医院复查一到两次。
此外，陆志琴还要照料瘫痪在

床的父亲，并打工供女儿上学，
她用自己瘦小而柔弱的身体挑起
了家庭的重担，也因此于 2015
年 9 月被评为“苏州好人”。
刘文伟仔细询问了陆志琴丈
夫的身体近况和女儿的学习情
况，并鼓励陆志琴要对生活有信
心，随后还送上了慰问金和几幅
大红的“福”字门贴，愿他们一
家人能够否极泰来。陆志琴表
示，自己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即
将毕业的女儿能够找到一份好工
作，而他们老两口能够亲眼看着
女儿成家立业。

王燕红在指导桃源镇 2017 年度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时指出

盲目追求高息 当心血本无归

开创新时代桃源发展新局面
本报讯 （记者颜贝贝） 8
日下午，桃源镇开展 2017 年
度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
区委副书记王燕红到会指导，
桃源镇领导班子成员参加会
议。
会上，桃源镇党委书记沈

建兴代表桃源镇领导班子作
2017 年度领导班子民主生活
会对照检查。随后，沈建兴、
沈卫林、沈伟勇、张一斌、邱
学兴等同志分别作个人对照检
查以及开展相互批评。
王燕红表示，桃源镇发展

势头和前景很好，希望桃源镇
领导班子在接下来的工作中，
牢牢把握发展机遇，加快思想
观念解放，在“勤政”和“廉
政”上下功夫，以永不懈怠的
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
态，抓重点、强弱项、补短

板，推动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
展，努力创造科学发展、跨越发
展的新业绩，争当乡镇后发崛起
的探索者，开创新时代桃源发展
新局面。
王燕红指出，桃源镇要围绕
发展定位不放松，加快经济提

法官提醒：看清“糖衣”下的非法集资

速，通过聚力经济建设、镇村建
设、干部队伍建设三大建设，加
快优质资本引入和优质项目落
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迈上新台
阶；要坚持攻坚克难不退缩，强
化责任担当，紧紧围绕“百年桃
源”的建设目标， （下转 0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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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进入节前最拥堵阶段

苏嘉杭吴江段事故翻倍

提高政治站位 心中时刻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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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领导集中参加并指导各地各部门民主生活会
本报记者 徐东升 史光 黄明娟 周成瑜 冯秋月 颜贝贝 实习记者 庞崇崚
连日来，区领导们深入各
区镇、各部门，参加党员领导
干部民主生活会并作指导，要
求各地、各部门党员领导干部
深入查摆问题，严肃认真开展
批评和自我批评，
坚持真理、修
正错误，增进团结、振奋精神，

推动形成积极向上、干事创业、
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扎实推
进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

从思想根源灵魂深处
查摆问题

1 月 31 日 ， 震 泽 镇 召 开
2017 年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
活会。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
乐江到会指导。
乐江在会上指出，开展民
主生活会有助于党员干部从思
想根源、灵魂深处查摆问题，

震泽镇全体领导干部要不断加强
学习，始终保持政治立场坚定；
要突出立破并举，持续提高整改
工作实效；要咬定青山不放松，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震泽镇要
着力克服制约本地发展的客观因
素，着眼高端产业、特色产业的

引进和培育，以重点工作和亮点
工作为抓手，大力提振党员干部
干事创业的精气神；要坚定“中
国丝绸小镇”的发展定位，实现
丝绸产业、丝绸文化、丝绸品牌
同频共振，以特色文化提升震泽
品质；
（下转 02 版）

两颗北斗三号卫星成功发射
将与此前发射的四颗卫星组网运行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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