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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融媒记者陈军） 2021
年12月31日下午，中国共产党苏州
市吴江区平望镇第十四届代表大会第
二次会议召开。会议听取和审议中共
苏州市吴江区平望镇第十四届委员会
报告，审议中共苏州市吴江区平望镇
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镇领导戴
丹、赵伟、沈卫民、周宇、胡琴芳、
葛伟星、刘森、方贤实、陈烜、顾潇
佳、徐卫东出席会议并在主席台就
座。

受中国共产党苏州市吴江区平望
镇第十四届委员会委托，平望镇党委
书记戴丹向大会作题为《瞄准前沿前
列 厚植品质品牌 加快绘就水乡人居
文明典范平望篇章新图景》的报告。
报告分为“顺势而为、乘势而上，实
现‘十四五’开门红”“以史为鉴、
开创未来，延展‘再提优’主路径”

“稳字当头、稳中求进，走在‘同类
别’最前列”与“高举旗帜、当好窗
口，凝聚‘现代化’强合力”四部
分。

戴丹表示，2021年以来，在区
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镇上下
抓牢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大运河文化
带建设两大国家战略时空交汇机遇，
以“平望·四河汇集”为主发力点，
以新一轮“三五五”战略为指引，稳
增长、优结构、促改革、惠民生、防
风险，奋力交出了“十四五”开局之
年的优异答卷。预计全年实现地区生
产总值 158 亿元，同比增长 7.8%；
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1亿元，同
比增长 8.7%；工业总产值 465 亿
元，同比增长32.2%，其中规上工业
总产值327亿元，同比增长21.1%；
工业开票销售收入391亿元，同比增
长14.5%；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45.5
亿元，同比增长16.6%，其中工业投
资22.5亿元；实际利用外资1729万
美元，同比增长26.1%；工业用电量
35亿度，同比增长3.6%；城乡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67190元，同比增长
8.5%。连续两年上榜“全国百强
镇”，攀升至第91位。

戴丹强调，2022年是党的二十
大召开之年，也是长三角一体化示范
区建设三周年，还是吴江撤市设区十
周年，在这多维度叠加的重要时刻，

平望将以“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
在前列”的行动自觉，坚定扛起展现

“强富美高”新平望的使命担当，锚
定“品质之镇，一望皆‘品’”的能
级定位，激扬高质量发展主旋律，催
生一流品德、一流品级、一流品牌、
一流品位、一流品控、一流品格，品
出成就感，品出获得感，品出幸福
感，全面营造“奋斗增彩、生活精
彩、人生出彩”的生动氛围，重点推
进“六大提优行动”，即推进政治品
德再提优行动、发展品级再提优行
动、文化品牌再提优行动、城乡品位
再提优行动、工作品控再提优行动和
底线品格再提优行动。

戴丹要求，要积极响应伟大时代
号召，紧扣省党代会勾勒的“六个显
著提升”美好蓝图、市党代会对吴江
寄予的殷切期望、区党代会锚定的

“五新”目标，以一马当先的姿态、
一往无前的状态，提升大局贡献度、
项目显示度、改革创新度、民生感受
度和生态友好度，努力书写新的历
史，更好致敬历史。

戴丹指出，2022年全镇发展的
指导思想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
神，贯彻落实省市区党代会精神，把
握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
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
格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坚持稳字当头、全面向好，以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以改革创
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聚
焦“平望·四河汇集”建设主线，
深入实施新“三五五”战略，纵深
推进产业、城镇、乡村三大有机更
新，加快绘就水乡人居文明典范平望
篇章新图景。

2022年全镇发展的主要预期目
标是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6%左
右；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6%左
右；工业总产值500亿元，其中规上
工业总产值350亿元；工业开票销售
收入410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49亿元，其中工业投资24亿元；实

际利用外资2000万美元；工业用电量
37亿度；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7
万元；完成上级下达的单位地区生产总
值能耗下降、主要污染物排放削减目标
任务。

围绕主要预期目标，戴丹要求重点
做好增强发展成色，争当产业更新示范
者；增强改革特色，争当数字赋能标杆
者；增强名片亮色，争当江南文化引领
者；增强为民本色，争当共同富裕创造
者；增强安全底色，争当韧性城镇表率
者等五个方面。

戴丹强调，实现新的奋斗目标，关
键在党的建设。全镇各级党组织和广大
党员要高举旗帜、保持定力，坚持和加
强党的全面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
建设总要求，为全镇高质量发展提供坚
强政治保证。全镇要把牢政治建设生命
线，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锻造务实为
民好作风，恪守廉洁自律硬约束。

大会号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区委、
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一往无前接续奋
斗，凝心聚力再谱新篇，为加快绘就水

乡人居文明典范平望篇章新图景而不懈
努力，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
召开。

平望镇党委副书记、镇长赵伟表
示，这次镇第十四届党代会第二次会
议，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重
要年份，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
中全会精神与省市区党代会精神的关
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
议。报告具有很强的思想性、针对性
和指导性。与会同志围绕镇党委工作
报告、镇纪委工作报告进行了分组审
议，并提出了进一步完善的意见建
议。会议目标明确、重点突出，达到了
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振奋精神、鼓足
干劲的目的。

就学习贯彻镇党代会精神，赵伟强
调要绘就新图景，必须担当责任狠抓落
实，必须同心同向群策群力，必须守牢
底线再创新绩。就2022年经济工作重
点，赵伟围绕主导产业怎么提升、经济
发展后劲在哪里、工业园区怎么再提
档、产业项目如何招引、营商环境怎么
再提升五个重点方面，强调及早谋划、

抓好落实。
围绕当前重点工作任务，赵伟要求

坚持“稳”字当头，绷紧安全稳定这根
弦，慎终如始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扎
实推进政府债务化解；要坚持“争”先
在前，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超前谋
划、主动作为，抢抓机遇、攻坚克难，
加快推进相关工程项目的扫尾工作；要
坚持“暖”在身边，将增进民生福祉放
在更加突出位置，持续推进基层社会救
助能力建设，全力抓好节日商品供应保
障工作；要坚持“廉”守底线，坚持全
面从严治党，着力加大监督检查力度，
共同营造风清气正、文明祥和的节日氛
围。

赵伟还强调，新的目标已经确定，
新的征程已经开启。大家必须以更加饱
满的热情、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
的作风，加快绘就水乡人居文明典范平
望篇章新图景，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
二十大胜利召开。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大会还设立了
分会场，列席人员、老干部在分会场观
看大会直播。

加快绘就水乡人居文明典范平望篇章新图景
中共苏州市吴江区平望镇第十四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召开

史浩
平望镇党代表、吴江区中医医院

党委书记
党代会报告系统总结2021年工

作，研究部署2022年重点任务。新
的一年，吴江区中医医院将坚持突出
成效紧跟长三角一体化步伐，争当

“高质量、高水平”的先行者；抢抓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机遇，优中选优务
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争当“勇改革、
敢攻坚”的引领者；常态化防疫勇毅
践行无私奉献精神，争当“讲传承、
讲创新”的守护者。

吕淑萍
平望镇党代表、吴江区平望幼儿

园园长
2021 年以来，平望镇以人为

本、顺势而为、乘势而上，以“平
望·四河汇集”建设为主发力点，以
新一轮“三五五”发展战略为指引，
奋楫拼搏，实现了“十四五”的开门
红，这是作为平望发展的基层践行
者、见证者的深刻感受。相信在平望
镇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全镇人民定会
勇挑“强富美高”新平望的使命担
当，赓续永远在路上的行动自觉，保
持归零心态、冲刺姿态、赶考状态，
务实笃行，加速启动高质量发展和水
乡人居文明典范引擎。

谈勇
平望镇党代表、鹏辰新材料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听完了党代会报告，我对企业未

来的发展充满信心。报告中提到，要
稳字当头、稳中求进，走在“同类
别”最前列，政府将完善企业高质量
发展一揽子鼓励激励措施，提升涉企
服务政策的精准性、覆盖面和落地
率。作为企业家，我也会坚定不移地
将“为党分忧、为国尽责、为民奉
献”作为企业发展过程中的行为准

绳，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推进企业
高质量发展。

丁辉
平望镇党代表、镇经济发展局科

技创新岗正股职干部
党代会报告立意高远、主题突

出、内涵丰富、契合实际，为明年平

望镇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指引和
遵循，听完后干事创业的信心更足、劲
头更足。会议之后，我将结合工作实
际，细化目标任务、重点抓好落实；引
导企业加强科技创新、服务企业进行科
技项目申报，提升高新技术产值占比；
强势推进中鲈工业园租赁项目专项整
治，为园内产业有机更新贡献一份力

量。

丁峰
平望镇党代表、镇建设局规划建设

岗副股职干部
作为一名奋斗在基层一线的建设

者，我对能参与到平望的建设中来深
感荣幸。平望镇始终把改善人民生活

作为奋斗的目标，致力于城乡均衡
发展，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
村基础设施及农村面貌得到了显著
提升，老百姓的获得感不断增强，
相信未来平望的城镇建设会迎来崭
新的篇章。

徐红星
平望镇党代表、联丰村党委书记
作为一名基层党组织负责人，我深

知肩上责任重大，为此我认真学习了报
告，倍感振奋鼓舞！报告中描绘的乡村
振兴的美好图景为我们谋划村级工作提
供了清晰的发展思路。接下来，我将勇
于担当、砥砺奋进，积极做好村级党建
引领责任人、村级经济发展领跑者，办
实事出实效。我相信，在上级党委、政
府的正确领导下，在村“两委”班子和
全体村民的齐心努力下，乡村振兴工作
一定能交出满意答卷。

李秋燕
平望镇党代表、西塘社区党总支书记
作为一名景区里的社区工作者，亲

历了“平望·四河汇集”核心景区改
造、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城乡生活污水
治理等民生工程建设，见证了平望镇日
新月异的变化，备受鼓舞。我将以此次
党代会精神为指导，更好地立足本职工
作，创造性地开展服务，更加扎实努力
地为群众办实事好事，为擦亮“平望·
四河汇集”金名片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量。

本版摄影：陈军

凝聚党心民心 汇集发展合力

平望镇党代表热议报告
融媒记者 陈军

2021年12月31日，中共苏州市吴江区平望镇第十四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平望镇党代表们分组对平望镇党委
书记戴丹所作的报告进行审议。党代表们纷纷结合各自工作实际，谈担当、话发展、谋振兴，并一致表示，一定要以时
不我待的紧迫感、勇于担当的责任感，认真学习领会，准确把握精神实质，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加快绘就水乡人居文明
典范平望篇章新图景。

史浩

吕淑萍

谈勇

丁辉

丁峰 李秋燕

徐红星

大会现场。

镇党委书记戴丹作报告。 镇党委副书记、镇长赵伟讲话。

举手表决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