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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庆华主持召开区委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

中方不会屈从于任何外部压力

用心用情做好退役军人工作
本报讯 （记者王炜） 昨天上午，区
委书记、区委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
组组长王庆华主持召开区委退役军人事
务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的
重要论述，审议有关文件，研究部署全
区退役军人工作重点任务。王庆华强
调，要用心用情做好退役军人工作，切
实保障好广大退役军人的工作和生活，
推动党中央关于退役军人工作的方针政

策和决策部署落实落地。区领导李铭、
徐晓枫、刘峰、张炳高、李文斌出席会
议。
会上，王庆华指出，要提高政治站
位，切实增强做好退役军人事务工作的
责任感、使命感。要围绕让退役军人和
其他优抚对象满意，让他们成为全社会
尊重的人，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
业的目标，落实好退役军人相关政策，
做好相关工作；建好服务保障体系，不

断提高我区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水平。着
力构建区、镇 （街道）、村 （社区） 三
级退役军人管理服务机构，要明确职
责，健全服务保障体系，用心用情做好
退役军人工作；精准落实扶持政策，不
断增强退役军人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为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创造良好条件，创新
就业安置机制，完善待遇保障体系，落
实公共服务优待办法，全面做好困难帮
扶救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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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庆华强调，退役军人工作责任重
大，使命光荣，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
成员单位要按照相应职责，加强指导服
务，确保责任真正落实到位。退役军人
事务部门要加快融合，加强自身建设，
打造政治过硬、纪律严明、本领高强的
干部队伍，要高度关心关爱退役军人群
体，及时发现并化解矛盾，凝聚人心，
切实维护退役军人良好形象和社会大局
稳定。
（下转 02 版）

油价下调+促销优惠

部分加油站汽油每升便宜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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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群星奖”决赛作准备

《半条红军被》进行汇报演出
王庆华主持召开区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新起点上开创法治吴江建设新局面
本报讯 （记者张婷） 昨天上午，区委
书记、区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主任王庆
华主持召开区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第一
次会议，学习贯彻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
会第一次、第二次会议和省委全面依法治
省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苏州市委全面依法
治市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精神。王庆华强
调，要按照中央全面依法治国、省委全面

依法治省和市委全面依法治市的决策部
署，研究确定区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的
组织架构和工作机制，对全面依法治区工
作进行研究部署，努力在新起点上开创法
治吴江建设新局面。区领导李铭、沈金
明、徐晓枫、周春良、张志成、李文斌出
席会议。
王庆华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

平总书记先后就全面依法治国作出一系列
重要论述，特别是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
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了以“十个坚持”
为核心的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
略，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二次会
议上强调指出，为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工作
营造良好法治环境，为我们在新时代全面
推进依法治区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

南。省委、市委先后召开委员会会议，就
贯彻落实中央会议精神，对推进法治建设
提出具体要求。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
政治站位，
统一思想认识，
准确把握新形势
新任务新要求，在学深悟透做实上下真功
夫，
坚决把中央、省委和市委的决策部署真
正落实到位，为吴江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
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支撑。 （下转 02 版）

吴江表彰2019
吴江表彰
2019年
年“最美家庭
最美家庭”
”

用影像记录发展成果 用镜头捕捉最美瞬间

本报讯 （记者蒋晓梅） 由
中共吴江区委宣传部、吴江区
文体广电和旅游局、
、吴江日报
社联合主办的“伟大祖国，美
丽吴江”摄影大赛今天启幕，
截稿日期为 8 月 15 日。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70 周年。70 年来，我们的

本报讯 （记者贾黎） 为纪念第 26 个国际家庭
日，昨天下午，2019 年吴江区“最美家庭 （文明
家庭） ”命名暨新一轮寻访启动仪式在区会议中心
举行。区委副书记王燕红，苏州市妇联党组成员、
市政府妇儿工委办公室主任康文霞等出席活动。
活动中，王治英家庭等 10 户家庭获颁 2019 年
吴江区十大“最美家庭（文明家庭）”荣誉证书，沈佐
明家庭等 10 户家庭获颁 2019 年吴江区十大“最美
家庭（文明家庭）”
提名奖荣誉证书。活动还启动了新
一轮
“最美家庭(文明家庭)”寻访活动。
活动中，2019 年获选吴江区“最美家庭（文明家
庭）”
的陈栋梁家庭、王菊珍家庭、
（下转 02 版）

荣获吴江区十大最美家庭 （文明家庭
文明家庭）
） 的代表受表彰
的代表受表彰。
。（吴斌
吴斌摄
摄）

——访太湖新城党工委书记高建民
本报记者 徐东升

懈，标准上严格落实，工作上创
出特色。”太湖新城党工委书记
高建民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社址：吴江区笠泽路 150 号

国家早已旧貌换新颜，吴江也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本次大赛
是本报喜迎和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 推 出 的 系 列 活 动 之 一 ，
发动广大摄影爱好者用独特视角
来展现吴江的发展成果和百姓的
美好生活，面向全社会征集参赛
作品，
（下转 09 版）

桃源召开镇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会议

努力建设更高水准的文明城市

吴江日报社出版

奖”，并在舞台上精彩亮相。今
年 1 月，经专家评审，《半条红
军被》 作为江苏省的两个曲艺作
品代表之一，参评第十八届“群
星奖”复赛。今年 4 月，《半条
红军被》 入选本届群星奖决赛。
《半条红军被》 从筹备到成型再
到成熟历时两年多，改稿、改谱
数十次，此次汇报演出是参加比
赛前的最后一次“练兵”。
（下转 09 版）

“伟大祖国，美丽吴江”
摄影大赛今天启幕

传递家风传递美

“今年是文明创建的关键之
年，太湖新城将进一步提高政治
站位，始终坚持思想上毫不松

本报讯 （记者李裕强） 昨
天上午，由吴江区公共文化艺
术中心、吴江区艺术团等共同
创作表演的苏州弹词开篇 《半
条红军被》 在苏州青少年科技
馆进行汇报演出，为即将在上
海举行的“中国文化艺术政府
奖·群星奖”决赛作准备。区
领导王燕红、刘伟观看演出。
据悉，去年 12 月，《半条
红军被》 获得省“五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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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将以高站位、补短板、强基
础、出亮点为重点，进一步健全
完善文明城市建设工作制度，推
进执法力量重心下移，坚持不
懈开展环境综合整治，积极打
造湖滨华城社区等示范点，久
久为功，在文明城市建设中争

国内统一刊号：
CN32-0124

创先进。

高站位满足群众期盼
“建设文明城市是贯彻落实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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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具体行动，也是满足人民
群众美好生活期盼的现实需要。”
高建民表示，作为吴江主城区，
太湖新城多年来狠抓工作落实，
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与先进地区
相比，还有一定差距。
（下转 0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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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合力共建文明之城

本报讯 （记者周成瑜） 近
日，桃源镇党委理论学习中心
组召开会议，专题学习区委书
记王庆华署名文章 《让城市更
文明 让人民更幸福》，为全镇
全国文明城市建设工作提供方
向。
自建设工作开展以来，桃
源镇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工
作部署，多次召开相关推进会
和联席会议，镇党委领导多次
带队进行现场督查，极大地鼓
本版责编/沈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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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了广大干部群众，形成全民参
与、同创共建的合力。
会议指出，作为吴江区块的
重要组成部分，桃源有责任、有
义务、有信心把文明城市建设工
作扎扎实实地落实下去。各个职
能部门要对照测评标准深刻反
思、查找原因，以铁一般的行动
快速解决问题，做到标本兼治，
为百姓营造一个整洁、有序、文
明、和谐的生活环境，切实提升
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排版/孙 莺

零售：1.50 元

校对/陈丽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