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就中朝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达成重要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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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 月 10 日电 1 月 8 日，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当日抵京对中国进行
访问的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
正恩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在亲切友好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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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就中朝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达成重要共识。双方一致表示，愿共同努力推动中
朝关系在新的时期不断取得新的发展，持续推进半
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
（下转 0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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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十六届人大三次会议闭幕
王庆华出席会议并讲话 沈金明主持

烟花爆竹“禁放”区域扩大
3 月起施行，盛泽首次被纳入
本报讯 （记者张婷） 昨天
下午，全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工作动员部署会议召开。记者
从会上了解到，从今年 3 月
起，吴江调整烟花爆竹“禁
放”区域，其中，盛泽镇部分
区域首次被纳入其中。
新调整的“禁放”区域为
太湖新城 （松陵镇）：东至运
河、南至东太湖大道、西至苏
州河、北至江兴西路；吴江高
新区 （盛泽镇）：东至 524 国
道、南至南环路、西至盛溪

河、北至如意路；吴江开发区
（同里镇）：东至环湖西路、西至
大庙路、南至迎燕路、北至环镇
北路；汾湖高新区 （黎里镇）：
东至梅兰路，西至北栅东岸、南
栅东岸，南至镇南路，北至镇西
路、兴黎路、人民东路；震泽
镇：东至禹迹桥闸、西至震泽初
中运动场、南至砥定街、北至
塘河，四面沿河。
据悉，新调整的“禁放”区域
由原来的 9.02 平方公里扩大到
25.85 平方公里， （下转 02 版）

养犬管理条例升级

重点区域实行“一户一犬”
闭幕会现场。（吴斌摄）
本报讯 （记者徐东升） 昨天
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逐 《苏州市吴江区第十六届人民代
上午，在大会主席团和全体代表
项通过了 《苏州市吴江区第十六
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关于区人民法
的共同努力下，苏州市吴江区第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关于
院工作报告的决议》《苏州市吴
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区 人 民 政 府 工 作 报 告 的 决 议》 江区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
圆满完成预定的各项议程，在吴 《苏州市吴江区第十六届人民代
次会议关于区人民检察院工作报
江人民剧院胜利闭幕。
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关于苏州市吴
告的决议》。
出席区十六届人大三次会议
江区 2018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会议还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
第三次全体会议并在主席台前排
展计划执行情况及 2019 年国民
过了 《苏州市吴江区人民代表大
就座的有：
王庆华、沈金明、李斌、 经 济 和 社 会 发 展 计 划 的 决 议》 会议事规则》（草案）。
王燕红、夏晓阳、王悦、张志成、吴 《苏州市吴江区第十六届人民代
王庆华在会上指出，区十六
卫中、周春良、沈建兴、陈琦、高建
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关于苏州市吴
届人大三次会议期间，各位代表
民、崔夏萍、薛建国。区委书记王
江区 2018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高度负责的
庆华在会上讲话，区人大常委会
和 2019 年财政预算的决议》《苏
精神，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
主任沈金明主持会议。
州市吴江区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
的职责，议全局之事、谋发展之
大会应到代表 323 名，实到
会第三次会议关于区人民代表大
计、建肺腑之言、献务实之策，
311 名，符合法定人数。
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充分展示了新时代人大代表的良

好精神风貌和积极履职尽责的主
人翁姿态，必将对吴江抢抓历史
发展机遇，加速新旧动能转换，
实现高质量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
作用。王庆华代表区委，向区人
大及其常委会，向各行各业、各
条战线上的人大代表表示衷心的
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王庆华希望全区各级人大和
全体代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记党
和人民的重托，珍惜人民赋予的
权力，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聚焦
改革发展大局，提升履职能力水
平，围绕本次会议确定的奋斗目
标，凝心聚力、真抓实干，为建

设“强富美高”新吴江，决胜高
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动吴
江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努力奋
斗，以优异成绩向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70 周年献礼。
沈金明要求全体代表和与会
同志广泛宣传贯彻本次人代会精
神，紧紧围绕区委对今年工作的
部署，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要
求，切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
神圣职责，在各条战线上积极作
为 ， 做 “ 领 头 雁 ”、 当 “ 排 头
兵”
，为全面完成本次会议确定的
各项目标任务而努力奋斗。
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胜利
闭幕。

本报讯 （记者张婷） 新出
台的 《苏州市养犬管理条例》
（以下简称“ 《条例》 ”） 备
受养犬市民的关注。昨天下
午，全区养犬管理工作动员部
署会议召开，旨在切实解决犬
只伤人、犬只扰民、污染环境
等突出问题，加强管理引导，
提高养犬素养，有效维护社会
公共秩序。
据 不 完 全 统 计 ， 2018
年 ， 全 区 犬 吠 扰 民 投 诉 466
起，犬只伤人举报 965 起。究

其原因，既有犬只数量增多、部
分养犬人文明素质不高等因素，
也有法规不够健全、操作难等原
因。
《条例》 加大了养犬扰民伤
人惩治力度，包括罚款、不予办
理养犬登记等规定。同时，还增
加了相关信用记录与惩戒的内
容。养犬人受到三次以上行政处
罚或者具有违法饲养大型犬只、
烈性犬只并伤害他人情形的，公
安机关将对养犬人终生不予办理
养犬登记，
（下转 02 版）

让改革发展成果惠及全区人民
——人大代表畅议打造人居品质新高地

区委书记王庆华寄语人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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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当好干事创业的“领头雁”
本报讯 （记者徐东升） 昨天
上午，在区十六届人大三次会议
闭幕式上，区委书记王庆华发表
讲话，勉励人大代表坚持正确政
治方向，聚焦改革发展大局，提
升履职能力水平，切实当好干事
创业的“领头雁”，为建设“强
富美高”新吴江、决胜高水平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推动吴江高质
量发展走在前列努力奋斗。
王庆华指出，今年是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是决胜
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
之年，也是吴江牢牢把握长三角
区域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重大
机遇，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走在

吴江日报社出版

前列的奋进之年。全区各级人大
和全体代表要坚持正确政治方
向，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
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深刻理解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大制度和人
大工作重要论述，把新思想、新
理论蕴含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
贯穿落实到新时代人大工作的各
方面、全过程，深入贯彻落实中
央和省、市委部署要求，确保中
央和省、市委各项决策部署在吴
江不折不扣落实。
王庆华强调，要聚焦改革发
展大局，紧扣高质量发展要求，
进一步强化问题意识、时代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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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战略意识，全力推动吴江高
作，认真开展重大课题调研和视
质量发展走在前列。要善于抓住
察、督查工作，推动各项工作落
关键点，围绕抢抓“一带一路” 到实处。要善于夯实根本点，牢
建设、长江经济带建设特别是长
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 展 理
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
念，加快解决人民群众最急、
战略等重大机遇，充分发挥自身
最忧、最盼的问题。积极参与
智力优势、行业优势和资源优 “ 两 代 表 一 委 员 ” 接 待 群 众 活
势，从更高的维度、更广的领
动，及时把党委的决策部署带
域、更深的层次审视吴江发展， 下去，把基层和群众的呼声带
积极建言献策，提出真知灼见， 上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更直
为区委重大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和
要善于找准发力点，对助推产业
安全感。
转型升级、打好“三大攻坚
王庆华强调，要提升履职能
战”、有效应对中美贸易摩擦、 力水平，人大及其常委会要认真
更好服务民营企业等一系列区委
研究把握新时代、新形势下人大
重点项目、重点任务、重点工
工作的特点和规律，积极探索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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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使人大工作更具时代特
色，永葆生机活力。要健全代表
学习培训机制，为代表履职搭建
平台、拓宽渠道，使人大代表更
好地为群众代言，维护群众利
益。要真正把纪律严起来、把规
矩立起来，加强作风建设，增强
责任意识、代表意识、大局意
识，不断提高业务水平、增强履
职能力，在各个领域创典型、各
项工作争一流，切实当好干事创
业的“领头雁”
、党和人民的“联
系人”
，为建设“强富美高”新吴
江，决胜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推动吴江高质量发展走在前
列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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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雪杯·改革开放 40 周年
征文评选结果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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