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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责编/刘立平 排版/孙 莺 校对/沈志强

本报讯（融媒记者黄明娟）
昨天，区委副书记、区长李铭前
往汾湖高新区（黎里镇），走访
慰问了部分困难群众，向他们送
上慰问金、慰问品的同时，也送

去了区委、区政府的关爱和新春
祝福。

在汾湖高新区（黎里镇）史
北村，67岁的沈伟荣和妻子趁
着晴好天气，正在自家屋外的场

地上晒太阳，见李铭一行到来，
夫妻俩迎上前去。“马上就要过
年了，我代表区委、区政府来看
看你们，向你们拜个早年。”一
进门，李铭热情地打起招呼。

沈伟荣夫妇育有一儿一女，
女儿出嫁到浙江陶庄，生活较为
拮据；儿子于2011年意外触电
离世，后儿媳改嫁，孙女由沈伟

荣夫妇抚养，目前9岁，正在读
小学二年级。虽然生活并不宽
裕，但是看着孙女一点点长大，
沈伟荣夫妇却也知足。然而，去
年6月，生活又给了这个家庭重
重一击，沈伟荣的妻子被确诊为
胆肝癌，当年看病自费花了3万
多元，目前还在持续治疗中。

李铭关切地询问了沈伟荣妻

子目前的身体状况。“看病是否可
以医保报销、收入来源主要靠什
么、生活上还有什么困难……”
李铭事无巨细地关心着。让李铭
感到欣慰的是，生活的重击没有
击垮老两口，他们心态平和，乐
观积极。“有区委、区政府的关
心，我们并不觉得生活苦恼。”沈
伟荣笑着说。 （下转08版）

李铭带队走访慰问困难群众

把群众生活冷暖和困难需求放心头

本报讯（融媒记者龙玥）昨天上午，
全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扩大）
会议召开，传达学习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领导小组和全国扫黑办相关会议精神以
及苏州市部署要求。区委常委、政法委书
记徐晓枫出席会议，副区长、区公安局局
长李文斌作2020年全区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工作部署。

徐晓枫充分肯定了专项斗争开展两年

来，各地各部门在深挖根治、打伞打财、
行业治理、基层建设等方面取得的阶段性
成效。徐晓枫强调，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已进入决胜之年、决战阶段，面
对新形势、新任务、新问题，全区各地各
部门要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围
绕长效常治目标任务，坚持边打边改边
建，紧盯“一个目标”，突出“两个专
项”，聚焦“三个重点”，健全“四个机

制”，不断巩固专项斗争成果，全力夺取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全面胜利，为推动吴江
高质量发展快上新台阶，打造“创新湖区”、
建设“乐居之城”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据了解，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
来，全区各地各单位严格贯彻落实中央以
及部、省、市的部署要求，以督导整改为
重要抓手，坚持专案攻坚与高压严打相结
合，线索深挖与精准打击相融合，打财断

血与打伞破网相推动，专项治理与综合治
理相促进，攻克了一批黑恶案件、抓获了一
批涉恶人员、整治了一批乱点乱象。截至目
前，全区共侦破9类案由案件751起，打掉
恶势力犯罪集团8个，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会上，区纪委监委、区委组织部、区
法院、区检察院就本系统推进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成效和2020年工作打算，作现场
交流发言。

我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阶段性成效
侦破9类案由案件751起 打掉犯罪集团8个

本报讯（融媒记者龙玥）
昨天上午，我区召开各界人士
情况通报会。区委常委、统战
部部长徐晓枫代表中共吴江区
委向参会的各界人士代表，通
报了区十三届五次党代会、区
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和区政协
十五届四次会议有关情况，以
及2019年全区经济社会发展

情况和2020年主要工作安排。
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卫中出席
会议。

徐晓枫表示，2019年我区
取得的各项工作成绩，既是全区
上下团结一致，同心努力的结
果，也与各界人士长期以来的关
心、支持和积极参与密不可分。

（下转08版）

我区召开各界人士情况通报会

同心推动吴江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苏报记者赵焱 融媒记者
王炜）昨天下午，全市“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召开。省委
常委、市委书记蓝绍敏出席会议并讲
话，强调要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坚定不移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中
央、省委决策部署，以本次主题教育为

新起点，始终牢记初心和使命，不断深
化党的自我革命，用理想的火炬照亮新
时代的征程，用拼搏的姿态扬起再出发
的风帆，勇当“两个标杆”，勇担探路
使命，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奏响高质
量发展走在时代前列的最强音，奋力谱
写好“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的苏州篇
章。省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第二巡回指导组组长赵鹏出席会议
并讲话，副组长王巨祥、邱海军出席会
议。市委副书记朱民主持会议。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陈振一、市政协主席周伟强
出席会议。

会议以视频会议的形式召开，我区
设分会场，组织收听收看。市政协副主
席、区委书记王庆华，市委第七巡回指

导组组长杨新，区委副书记、区长李铭，
市委第七巡回指导组副组长李东，区领导
王燕红、徐晓枫、李斌、乐江、王益冰、
范建龙、刘伟、李卫珍等，在吴江分会场
收听收看。

去年9月以来，市委按照中央、省委
部署要求，在全市开展第二批主题教育，
共有104家单位参加， （下转03版）

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扬帆再出发
勇创大业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

全市主题教育总结大会召开 蓝绍敏赵鹏出席并讲话

本报讯（融媒记者王炜） 昨天下
午，全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总结大会召开。市政协副主席、区
委书记王庆华出席会议并总结讲话，强
调主题教育取得成效不易，巩固成果更
难，总结不是完结，收尾不是收场，各
级党委（党组）要切实履行全面从严治
党的主体责任，将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
果与中心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推

进、同考核，坚决防止“一手硬、一手
软”；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坚持身先士
卒、率先垂范，在一线指挥、实干担当
中，带头做坚守初心、勇担使命的标杆
和表率；全区广大党员干部要进一步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在推动“强富美高”
新吴江建设的前进道路上，始终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努力为打造“创新湖区”、建设“乐居
之城”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市委第七巡回指导组组长杨新出席
大会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李铭主
持大会，市委第七巡回指导组副组长李
东到会指导，区领导王燕红、徐晓枫、
李斌、乐江、王益冰、范建龙、刘伟、
李卫珍等出席会议。

王庆华在会上指出，深入学习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筑牢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的思想根基，全面总结回顾
我区主题教育成效和实践经验，提振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的信心决心。

王庆华强调，这次“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
事业和伟大梦想作出的重大决策，是新的
历史条件下坚持党要管党、 （下转08版）

全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召开

凝心聚力推动“强富美高”新吴江建设

婚姻登记窗口
2月2日正常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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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 近期，湖北省武汉市等多个地区
发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截至1月

20日18时，境内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病例224例，其中确诊病例217例，（下转02版）

习近平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作出重要指示

全力做好防控工作
坚决遏制疫情蔓延

这是一次深刻的党性洗
礼，更是一场深刻的自我革
命。全区党员干部在不断叩问
初心中守护初心，在干事创业
中践行初心；在助推高质量一
体化中坚守使命，在助企为民
解难题中担当使命。

第二批“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我
区深入把握“十二字”总要
求，抓深学习贯彻新思想的根
本任务、抓稳以上率下的政治
自觉、抓实分层分类的精准指
导、抓住检视批评的有力武器、
抓紧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风
口”机遇、抓牢群众满意的最高
指向，努力做到思想上“零偏
差”、推进上“零温差”、发展上

“零落差”、行动上“零时差”。
成效体现在发展步伐上，

更洋溢在群众笑脸上。吴江主
题教育工作成效可圈可点，不
仅得到了省委、市委巡回指导
组肯定，同时，有关工作亮点
还被《中国组织人事报》、《江
苏组工信息》、“学习强国”、共
产党员网、《新华日报》等各级
主流平台媒体关注报道。

聚焦主题主线，着眼
高点布局

去年9月12日，全区“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动员
大会召开，吹响了吴江党员干部
守初心担使命，打造“创新湖
区”、建设“乐居之城”的动员令。

区委书记王庆华在动员大
会上强调，深入开展主题教
育，首要任务就是对标新思想
定位导航，推动党员干部在深
入学习领会中悟初心、守初
心、践初心；必须坚决贯彻新
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最严
的要求、最严的标准、最严的
措施， （下转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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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便民信息早知道
博物馆春节假期“不打烊”

>>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