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12月11日电 中共中
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谈

“一带一路”》一书，已由中央文献出
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

这部专题文集以2013年 9月7日
习近平同志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
大学演讲的一部分《共同建设“丝绸之

路经济带”》为开卷篇，以2018年7月
10日习近平同志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
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讲话的一部分《加
强战略和行动对接，携手推进“一带一
路”建设》为收卷篇，收入习近平同志
论述“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文稿42
篇，约13万字。 （下转08版）

《习近平谈“一带一路”》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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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病花完所有积蓄

平望一视神经脊髓炎患者

需要帮助

相关报道 02

本报讯 （记者邱纳） 昨
天，从吴江区阶段性降低职工
基本医疗保险费率新闻通气会
上传出消息，经区政府第29
次常务会议审议同意，我区职
工基本医疗保险单位缴费比例
降低0.5个百分点，个人缴费
比例不变；灵活就业人员参加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缴费比例
降低0.5个百分点。

据了解，本次政策调整涉

及全区2.34万家参保单位，以
进一步降低用人单位负担，促进
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此次职工
基本医疗保险单位缴费比例降低
的实施期限为2018年12月1日
至 2019 年 11 月 30 日。经测
算，阶段性降费期间，我区企业
单位医保缴费负担预计降低
9800万元。同时，我区职工医
疗保险支付能力充足，参保人员
个人医疗保障待遇不受影响。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率降了
下调0.5个百分点，可为企业单位省下9800万元

本报讯（记者徐东升）日前，记者走
进吴江变压器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吴
变”）的生产现场时，只见密封的线圈车
间内还有一个全封闭的恒温车间，研发人
员正用绝缘导线层层叠叠、密密匝匝地缠
绕在一个模具上。吴变总经理沈向东介
绍，这就是公司最新研制的 1000kV、
100万kVA特高压变压器，预计春节前

样机可试制成功。
“前几年我们被称为行业的一匹‘黑

马’，近两年苦练内功、积蓄能量，通过
引进高科技人才和不断研发创新，克服了

一个个技术难题，特别是1100kV电抗器
和1000kV、100万 kVA变压器的研发
成功，让我们从追赶者、跟随者成为行业
的领跑者。” （下转03版）

吴江变压器有限公司坚持创新以品质制胜

苦练内功争当输变电行业领跑者

昨天上午，为期3天的第四届酒店服务技能大赛暨第三届礼仪操比赛在吴江宾馆开幕。比赛由苏州市吴江酒店
管理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吴江区总工会和吴江中等专业学校举办，共有19项比赛项目，参赛选手近300名。（吴斌摄）

本报讯（记者徐东升）昨
天下午，区人大常委会部分组
成人员和相关同志视察2018
年全区“555计划”暨重点工
程、实事项目建设情况，强调
要全力冲刺，确保各项目标任
务保质保量完成。区人大常委
会主任沈金明，副主任王悦、吴
卫中等参加视察。区委常委、副
区长李卫珍等陪同视察。

视察人员先后视察了吴江
开发区柳胥河黑臭水体综合整
治、东太湖实验小学、国测智

慧城市产业化基地等项目现场。
在随后举行的座谈会上，区发改
委党组书记陈建忠汇报了全区

“555计划”暨重点工程、实事
项目建设情况，区人大常委会农
业农村工委主任沈卫良、环资城
建工委主任庄明耿结合前期调研
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李卫珍在会上表示，要全力
冲刺，确保顺利完成2018年度
目标任务， （下转03版）

区人大常委会视察重点工程、实事项目建设情况

全力完成各项目标任务

本报讯（记者杨华）一款
巴掌大的手拿包，以宋锦制
成，上有均匀对称、层次分明
的 菱 形 纹 （ 又 称 “ 长 命
纹”），寓意连绵不绝、生活
丰裕。过去两年，这款由苏州
上久楷丝绸科技文化有限公司
生产的菱纹定胜——宋锦女式
手拿包销售了近5000个，日
前更是入围了江苏“百佳”特
色旅游商品，将在江苏高速公
路服务区设置的全域旅游服务

中心平台进行展示和销售。
江苏“百佳”特色旅游商品

评选于8月上旬启动征集，设置
了四大类，其中，旅游食品占比
40%，旅游纪念品、旅游文创产
品、购物连锁品牌落地等三类分
别占比20%。活动吸引众多省
旅游商品及工业旅游区（点）企
业参与，经过严格筛选，76个
系列旅游商品入选，上久楷的菱
纹定胜——宋锦女式手拿包便是
其中之一。 （下转02版）

吴江旅游商品日趋个性化精品化

上久楷宋锦包入围省“百佳”

本报讯（记者王炜）昨天
下午，区委书记王庆华主持召
开十三届区委五十七次常委会
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参观“伟大的变革——庆祝
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
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区委常委
李铭、乐江、王益冰、周春
良、范建龙、刘伟、李卫珍、

刘峰出席会议，区人大常委会
主任沈金明、区政协主席李斌
等列席会议。

王庆华首先传达习近平总
书记在参观“伟大的变革——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
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王庆
华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深刻总结了改革开放

40年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
得的开创性成就，再次宣示了
高举新时代改革开放旗帜、把
改革开放不断推向深入的坚定
意志。

王庆华指出，在参观展览
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
开放4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
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艰苦奋

斗、顽强拼搏，用双手书写了国
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中华
大地发生了感天动地的伟大变
革。同全国一样，改革开放40
年来，吴江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从当年的苏南小城，一跃
成为苏州乃至全国最具实力的城
区之一。

王庆华说，根据中宣部“改

革开放四十年百县（区、市）调
查项目”统一部署，今年6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谢伏瞻率调
研组一行对吴江进行了深入调
查，认为吴江立足实际、锐意创
新，成功闯出了一条以市场化改
革为方向，以产业转型升级为引
擎，以城乡一体化发展为载体的
创新发展之路。 （下转02版）

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推进吴江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

本报讯（记者王炜）昨天
下午，区委书记、区委全面深
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王庆华主
持召开十三届区委全面深化改
革领导小组第二十四次会议，
审议《苏州市吴江区文学艺术
界联合会深化改革方案》，听

取关于“2018年全面深化改
革工作”的进展情况汇报，认
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市委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部署要
求，研究确定明年改革重点任
务。区领导李铭、乐江、王益
冰、周春良、范建龙、刘伟、

李卫珍等出席会议。
会议充分肯定了去年我区

全面深化改革工作取得的成
绩。2018年，我区根据中央
和省市委改革决策部署，坚持
既定集成式改革目标，不断创
新方法，全力推动落实，取得

一定的进展。2019年，全面深
化改革将继续坚持问题导向，更
加突出各领域的系统集成与协同
推进，围绕再优化和再突破，抓
实抓好各项工作。确保集成式改
革取得显著成效，加快大数据共
享共用，提升行政服务效能，深

化资源要素配置，深化民生领域
改革；强化改革工作制度保障；
深入运用激励约束机制。

王庆华强调，要稳妥推进党
政机关机构改革，确保高质量完
成改革任务；

（下转02版）

王庆华主持召开区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

突出各领域系统集成与协同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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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2 月 11 日
电 长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11日公告称，收到证监会
行政处罚决定书，相关人员收
到市场禁入决定书。公告显
示，证监会对长生生物给予警
告，并处以60万元罚款，对
高俊芳、张晶、刘景晔、蒋强
华采取终身市场禁入措施。

与此同时，证监会还对高
俊芳、张晶、刘景晔、蒋强华
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30万
元罚款；对张友奎、赵春志、
张洺豪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20万元罚款；对刘良文、王祥
明、徐泓、沈义、马东光、鞠长
军、万里明、王群、赵志伟、杨
鸣雯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5万
元罚款。

此外，还对张友奎、赵春志、
张洺豪采取5年市场禁入措施。

长生生物同步发布的另一公
告称，已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重
大违法强制退市事先告知书，深
交所拟对公司股票实施重大违法
强制退市。后续，深交所将根据
相关规则作出是否对公司股票实
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决定。

长生生物拟被强制退市
高俊芳等被终身禁入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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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江已于

6日入冬
今明迎接阳光与霜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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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连续作战
侦破3起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

>>08

美财政部制裁

3名朝鲜高官
称他们涉嫌侵犯人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