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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吴江首次被列入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省级测评的
样 本 框 ， 与 全 省 其 他 县 市

（区）在同一平台上竞争，结果
得分并不理想。吴江未经过文
明城市创建的阵痛，没有经历

脱皮蜕变的过程，因此，与其
他县市 （区） 相比，吴江缺少
创建的基础和经验，这是失分
的主要方面。问题摆在那里，
怎么提升创建水平，在不多的
时间内补齐短板，我们必须给
出肯定的回答。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有一整

套的测评标准，主要考量一个地
区廉洁高效的政务环境、健康向
上的人文环境、舒适便利的生活
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
等。简言之，是对地方综合治理
水平的总测试。吴江有着良好的
经济社会发展基础，在推进地方
治理中不乏创新举措，但通过测

评，也暴露出我们在文明城市创建
方面欠账比较多，创建基础和机制
还存在差距，一些长期固存的不文
明“顽疾”未得到有效整改，这是
我们面临的严峻考验。

推进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必须
先弄明白自身差距在哪、差距有多
大。思想认识不足， （下转02版）

直面问题高标准提升创建水平
——二论推进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

本报评论员

本报讯（记者章政英）记
者从区市 场 监 管 局 获悉，
2018年度苏州市市长质量奖
获奖企业名单于近日正式公
布，共有5家企业获评2018
年度苏州市市长质量奖，12
家企业获评2018年度苏州市
质量管理优秀奖（含复评企业
3家）。吴江共有4家企业榜上
有名。

苏州震纶棉纺有限公司获
2018 年度苏州市市长质量
奖；苏州华源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苏州太湖电工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吴江港华燃气有限
公司获评2018年度苏州市质
量管理优秀奖，其中苏州太湖
电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吴
江港华燃气有限公司为复评企
业。

苏州市市长质量奖获奖企
业充分展示了吴江“大质量”
建设成果，体现了“吴江质

造”的高质量发展水平。2018
年度苏州市市长质量奖是经过
资格审查、材料评审、陈述答
辩、现场评审、委员会审议、
社会公示、政府审定等环节产
生的。

苏州市市长质量奖是政府授
予在苏州市质量发展事业中作出
突出贡献的组织的最高荣誉，是
政府引导全社会崇尚质量、追求
卓越的一项重要抓手，也是政府
质量工作方面的一项重要职能。
苏州市市长质量奖是在2011年
设立的，吴江共有8家企业获评
苏州市市长质量奖，3家企业获
评苏州市质量管理优秀奖。

此外，吴江有1家企业获评
中国质量奖提名奖，3家企业获
评江苏省省长质量奖。这些企业
代表了吴江企业质量管理的最高
水平，为吴江各行各业导入卓越
绩效管理模式，实现高质量发展
起到了示范作用。

苏州市市长质量奖获奖企业名单公布

吴江4家企业上榜

新华社北京4月15日电 4月16日出版的第8
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

文章强调，新时代呼唤着杰出的文学家、艺术
家、理论家，文艺创作、学术创新拥有无比广阔的

空间，要坚定文化自信、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
声音，坚持与时代同步伐、以人民为中心、以精品
奉献人民、用明德引领风尚。

文章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文
化文艺工作者、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肩负着启迪思
想、陶冶情操、温润心灵的重要职责， （下转02版）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

新华社石家庄4月15日电
白洋淀，曾是英雄雁翎队伏击日
寇的主战场，镌刻着鲜明的红色
印记。历史与未来在这里交汇。
如今，这里是雄安新区生态建设
重要战场，书写着中国改革开放

的新传奇。

红色精神依然闪闪发光

4月的白洋淀，春风拂面，

新苇吐绿。
今年68岁的王木头每天一

大早就来到村口的码头，摇着小
船走水路到白洋淀抗战纪念馆上
班。作为讲解员的他，白洋淀畔
的红色故事讲了一辈子。

“雁翎队，是神兵，来无
影，去无踪。千顷苇塘摆战场，
抬杆专打鬼子兵……”王木头
说，这首记录抗日战争期间雁翎

队神勇表现的民谣，至今仍在白
洋淀一带传唱。

白洋淀是华北平原最大的淡
水湖泊，143个淀泊星罗棋布，
3700条沟壕纵横交错，是天然的
游击战场。王木头说，不甘心做亡
国奴的淀区人，拿起猎枪、渔叉、
大抬杆土炮，组成了雁翎队。

打鬼子、端炮楼、除汉奸……
从1939年成立到1945年配合主

力部队解放安新县城，雁翎队由
最初的20多人发展到120多人，
与敌军交战70余次，击毙俘获日
伪军近千人。

雁翎队打鬼子的故事，鼓舞
了一代又一代人。“多年来，听我
讲解的游客超过了200万人次。”
王木头说，为了让更多人了解雁
翎队，我会一直讲下去，直到讲
不动为止。 （下转02版）

白洋淀：从革命老区到雄安新区

本报讯（记者张婷）昨天
下午，区领导王庆华、沈金
明、范建龙等来到同里湿地公
园，调研同里农文旅融合示范
区建设情况。

区委书记王庆华首先听取
了同里湿地公园的规划与建设
情况。目前，占地1142.7公
顷的同里湿地公园，分布着多
样的湿地生境类型，既有开阔
的水域，又有连片的林地，聚
集了大量的野生动植物。截至
2018年 2月，同里湿地公园
共发现植物 91科 237 属 301
种，鸟类181种，其中省级重
点以上的保护鸟类79种，国

家级保护鸟类14种，这里也是
全球鸟类东亚至澳大利亚迁徙线
上重要的中转站。近年来，同里
湿地公园加快湿地旅游发展速
度，游客数量持续增长。

公园内湿地纵横、竹林密
布、苇草丛生，中间虫啁鸟鸣，
自然生态环境优越。当得知同里
湿地公园通过优化第三产业配套
服务，大幅提升经济收入时，王
庆华表示认可。

王庆华指出，同里湿地公园
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需要
把这些优质资源串联起来，打造
旅游休闲高地，推动农文旅融合
发展。

王庆华在调研同里湿地公园时强调

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

本报大连讯（特派记者王
炜）作为2019大连时装周的
又一重磅活动，昨天下午，新
申集团联手中国十佳时装设计
师之一的孙林，以“陌上桑
麻”为主题发布新品，和来自
日本、韩国、法国等国家及地
区的百余个品牌同场竞技，彰
显了震泽“中国丝绸小镇、亚
麻名镇”时尚创意创新研发的
强大影响力，引起中外纺织服
装品牌商及中外媒体的关注
（如图，王炜摄）。

“新申亚麻&孙林”流行

趋势发布已历经8年，一直以
来受到行业的高度关注和认可。

“陌上”意为田间，“桑
麻”即传统意义上面料的统
称，纤纤陌上织桑麻，返璞归
真着麻衣。本季发布会，设计
师坚持“精神的自由、民俗的
融合”创作理念，取法传统、
演绎自然，充分融合中国传统
亚麻文化与当今流行时尚，以
现代人的审美视角将中国元素
时尚化，给现场观众带来耳目
一新的视觉体验。

（下转03版）

““陌上桑麻陌上桑麻””亮相大连时装周亮相大连时装周
““新申亚麻新申亚麻&&孙林孙林””流行趋势发布流行趋势发布

本报讯（记者张婷）昨天下午，市
人大代表、区委书记王庆华等市、区6
名人大代表来到接待点吴江开发区（同
里镇）北联村，接待了8名群众代表，
和他们面对面交流，倾听民声，了解民
情，回应民意。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沈金
明陪同接待，区委常委、吴江开发区党
工委副书记范建龙以区人大代表身份参
加活动。

接访以座谈会形式进行，会上气氛

热烈，8名群众代表踊跃发言，就农村
自建房审批慢、安置房交付慢、动迁小
区物业费缴纳矛盾、农村建筑垃圾随意
倾倒、侵占河道圈养家禽等问题各抒己
见。与会人大代表们认真听取后，纷纷
进行现场应答。

王庆华与群众代表进行了热烈交
流，当听到群众代表反映动迁安置房交
付慢时，王庆华当即表示会后将要求相
关部门加快安置房建设，尤其是吴江开

发区和汾湖高新区，要加快政策引进，
鼓励货币安置；对于群众提出的建筑垃
圾随意倾倒的情况，王庆华表示目前垃
圾的收集、运输、处理确实存在着各种
问题，需要相关职能部门认真分析、深
入研究，加快相关政策的出台，早日解
民忧。

王庆华强调，无论是商品房还是动
迁安置房，小区物业管理是事关民生的
大问题，小区业主拒缴物业费不可取，

建议相关部门尽快出台政策，将其纳入征
信系统。

王庆华表示，座谈会上群众代表提出
的问题实实在在，事关发展、事关民生，
提得都很好，很多问题具有社会共性。会
后将对收集到的意见和建议进行整理归
类，尽快反馈给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力争
早日解决。

市人大代表倪红英、蒋春华，区人大
代表查旭东、华磊等参加活动。

倾听民声 了解民情 回应民意
王庆华等市区两级人大代表接访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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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水“3·21”爆炸事故

又有17人被采取强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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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嫌软件造假通过尾气检测

奔驰母公司再遭德政府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