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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代表：
现在，我代表吴江区人民政府向大会

报告工作，请予审议，并请区政协委员和
其他列席人员提出意见。

一、2018年工作回顾

刚刚过去的2018年，是全面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
40周年，也是我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一年。一年来，在上级党委、
政府和中共吴江区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区
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区政协的监督支持下，
全区上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引领，自觉践行新发展理念，按
照高质量发展要求，坚持稳中求进总基
调，全力打好“三大攻坚战”，深入实施

“555计划”，积极打造“八大标杆”，全
区经济社会发展呈现良好态势，较好完成
了区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确定的主要目标
任务。

（一）经济发展质效稳步提升
经济运行稳中有进。预计实现地区生

产总值 1930 亿元，同比增长 7% （下
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9亿元，首
次突破200亿元大关，增长10.6%；工业
总产值4500亿元，增长5.4%，其中规上
工业总产值3520亿元，增长6%；全社会
固定资产投资570亿元，增长6.1%；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537.4 亿元，增长
7%；完成进出口总额228亿美元，增长
6.2%；年末银行业机构人民币存贷款余

额分别为2728亿元、2647亿元，比年初
增长10.2%、9.9%。全区金融机构不良贷
款率1.2%，比年初下降0.71个百分点。

民营经济持续壮大。民营经济全省
“领头羊”优势不断扩大，全区民营企业累
计突破6.6万户，注册资本总额超3600亿
元。恒力继续入围世界企业500强、列第
235位，盛虹、亨通、通鼎等4家企业继续
入围中国企业500强，永鼎等5家企业继
续入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瑞机电获
评省级专精特新示范企业， （下转02版）

政府工作报告
——2019年1月8日在苏州市吴江区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

区长 李铭

本报讯（记者黄明娟）昨天上午，
区委书记王庆华一行先后前往吴江广播
电视台、江苏有线吴江分公司、吴江日
报社等单位，进行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调
研，要求全区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工作
人员，充分挖掘吴江资源、讲好吴江故
事、发好吴江声音，以高质量的宣传思
想文化工作，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走在前列提供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

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伟参加调研。
王庆华一行首先来到吴江广播电视

台，走访了全媒体新闻指挥中心、党建
服务中心、新闻演播室等地，了解吴江
广播电视台在打造移动传播矩阵、创新
移动新闻产品、再造策采编发流程等方
面的内容。在江苏有线吴江分公司，王
庆华一行就该公司整合传播渠道，为基
层党委、政府和群众提供思想政治宣

传、政务及民生信息发布、基层综合治
理等功能服务情况进行深入调研。

在吴江日报社，王庆华来到时政新
闻部、民生新闻部、吴报融媒体中央编
辑中心等部门，通过查看吴江日报全媒
体在线实时运行图，详细了解报社全媒
体新闻文化传播活动开展情况。对报社

“报网微端视屏商”多元一体融创运营
体系，王庆华给予充分肯定。

近年来，全区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在区
委的坚强领导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持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通过六大“聚焦”，即理论武
装聚焦首要政治任务，意识形态聚焦守土
责任落实，舆论引导聚焦主流思想壮大，
文明创建聚焦核心价值引领，文化发展聚
焦改革内生动力，干部队伍聚焦作风效能
提升， （下转03版）

王庆华在调研全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时强调

挖掘资源 讲好故事 发好声音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
出：“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
展的必然要求，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的根本大计，必须常抓不懈，吴江必须自

觉融入到国家战略中去，自觉践行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硬措施优化生态环
境质量，以精细化提升社会治理水平，以
优供给改善人民生活质量，不断满足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今年的吴江区政府工作报告，对生态
文明建设也作出了新的部署。报告指出，
要“坚持绿色发展理念，突出问题导向，
全力打造生态文明建设的新高地”。

（下转03版）

全力打造生态文明建设新高地
——四论学习贯彻落实吴江区两会精神

本报评论员

本报讯（记者王炜）宋锦
有多牛？一只手包，堪比

LV、Chanel等国际顶级奢侈
品牌。“我们现在追求的不是

产量，而是质量，我们要做东
方的奢侈品品牌。”苏州上久
楷丝绸科技文化有限公司董事
长吴建华说，宋锦“复活”
后，这一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新时代更加夺目——APEC

会议、G20峰会……在这些全
球瞩目的场合，上久楷都将宋
锦的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赢
得了好评。

记者在宋锦文化园看到，
（下转03版）

奏响传统与时尚完美融合交响曲

上久楷让宋锦重回巅峰

新华社北京1月16日电 中央
政法工作会议15日至16日在北京
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
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要坚持
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
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加
快推进政法领域全面深化改革，加
快推进政法队伍革命化、正规化、
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忠诚履职尽
责，勇于担当作为，锐意改革创新，
履行好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
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
障人民安居乐业的职责任务，不断
谱写政法事业发展新篇章。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
记处书记王沪宁，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出席会
议。

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党的十
八大以来，党中央把政法工作摆到
更加重要的位置来抓，作出一系列
重大决策，实施一系列重大举措，
维护了政治安全、社会安定、人民
安宁，促进了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
展。这是党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
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结
果，凝聚着全国政法战线和广大政
法干警的智慧和汗水。习近平代表
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政法干警表示诚
挚的慰问。

习近平指出，要贯彻好党的群
众路线，坚持社会治理为了人民，
善于把党的优良传统和新技术新手
段结合起来，创新组织群众、发动
群众的机制，创新为民谋利、为民
办事、为民解忧的机制，让群众的
聪明才智成为社会治理创新的不竭
源泉。要加大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
重点领域执法司法力度，让天更
蓝、水更清、空气更清新、食品更
安全、交通更顺畅、社会更和谐有
序。

习近平强调，要善于把党的领
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
社会治理效能，完善党委领导、政
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
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打造共建
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下转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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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下午，伴随着金沙的缓慢流淌，“江南何处好 乐
居在吴江”十个大字显现在众人眼前，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吴江主题展正式与中外旅客见面。吴江主题展将依托上海
浦东国际机场这个国际化平台，以展览和活动相结合的方
式，活态展示吴江特色文化，向世界传播吴江之美。

八 大 展 区：
擦亮吴江文旅名片

主题展包含同里、黎里、震泽、盛泽、七都、太湖新
城、桃源、平望等八个吴江区镇的展区，还展出了黎里中
国锡器博物馆的锡器、六悦博物馆的文创产品，同里剪纸
等吴江特色非遗作品及文创产品。 （下转04版）

向世界传播吴江之美向世界传播吴江之美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吴江主题展开展侧记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吴江主题展开展侧记

本报记者 颜贝贝

著名核物理学家

于敏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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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评论员：

更好维护政治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
—— 一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中央政法工作会议重要讲话

据中国江苏网 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第十二届
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历时4天，
经过全体委员的共同努力，圆
满完成各项议程，16日下午
在江苏大会堂胜利闭幕。

省政协主席黄莉新致闭幕
词。大会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江苏省第十二届委员
会第二次会议决议，选举张迎
春、郑跃奇为政协江苏省第十

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
会议期间，委员们先后听取和

学习讨论了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娄
勤俭所作的讲话；听取和审议了省
政协主席黄莉新所作的政协常委
会工作报告和副主席朱晓进所作
的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列席省十
三届人大二次会议，听取和讨论了
吴政隆省长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
及其他有关报告，并提出了积极的
意见和建议。 （下转03版）

省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闭幕

□ 关注江苏两会

木偶昆曲表演木偶昆曲表演。。（（颜贝贝颜贝贝摄摄））

英国议会下院否决

“脱欧”协议
梅政府“内外交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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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环南延
二期主线

最快春节前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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