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历壬寅年六月初三 新闻热线:15806252009 今明天气 :今天25℃～33℃，多云 明天27℃～32℃，多云有雷阵雨 今天空气质量 :良

本版责编/沈振亚 排版/程国英 校对/闵喜娟

吴江区融媒体中心出版 地址：吴江区鲈乡南路1887号 邮编：215200 国内统一刊号：CN32-0124 总第8530期 本报服务热线：63498115 广告投放热线：63482888 63490111 征订热线：63488450 63484790 零售：1.50元

2022年7月1日 星期五 今日8版

江陵大桥主线右幅完成顶推
关键节点工程稳步推进

>>02

本报讯（融媒记者王炜）
相聚生态美丽汾湖，共筑绿色
发展根基。昨天上午，长三角
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执
委会与青浦、吴江、嘉善共同
举行潮涌浦江·示范区先行启
动区重点项目开工仪式，坚决
贯彻落实党中央“疫情要防
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
全”要求，坚持以项目化推动
一体化，以一体化推动高质
量，全力推进示范区特别是先
行启动区建设。吴江开工建设
桑基鱼塘展示园一期、水乡客
厅“蓝环”工程吴江段、长湖
申线黎里大桥改建工程等3个

项目，总投资16.9亿元。此
次重点项目开工建设，是三地
共同合力打造水乡客厅的新实
践、新场景，集中体现了生态
绿色、互联互通的主题，并纳
入国家长三办“十四五”重大
项目库。

一体化示范区执委会副主
任张忠伟，苏州市委常委、副
市长顾海东出席开工仪式。区
委书记李铭致辞，区委副书
记、区长王国荣主持仪式。

李铭在致辞中指出，今天
在这里共同举行一体化示范区
先行启动区重点项目开工仪
式，携手推动10个重点项目

同步开工，来展现三地协力克
服疫情影响、争分夺秒抓项目
建设、夺取“双胜利”的信心
决心，以此体现共商共建共享
的一体化发展理念、把失去的
时间夺回来的目标意识，跑出
示范区建设的加速度。

李铭表示，一体化示范区
是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
战略的先手棋和突破口。吴江
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对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重要讲话指示精神
为指导，在示范区理事会、执
委会和省、市支持指导下，与
时间赛跑，倾情投入、狠抓落
实。截至目前，吴江累计入选

制度创新案例57项、项目建设
案例52项，形成了“跨界联合
河长制”和“工业生态‘数字管
理’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2项
全国改革典型案例，落地了中国
工联院江苏分院、英诺赛科氮化
镓、苏州大学未来校区、东数西
算长三角国家枢纽节点吴江算力
调度中心等一批重大平台、重大
项目，推动示范区建设不断取得
新进展、呈现新面貌，得到了国
家发改委、两省一市等各级领导
的充分肯定。

李铭指出，接下来，吴江将
牢牢把握“疫情要防住、经济要
稳住、发展要安全”的重大要

求，牢固树立“一盘棋”意识，
加快新开工项目以及苏州南站科
创新城、恒力长三角国际新材料
产业基地、长三角科大亨芯研究
院等在手项目建设，以冲刺状态
和精品意识推动项目早竣工、早
投产、早见效。同时，用好示范
区平台，积极探索更多生态绿色
发展、一体化制度创新的先行示
范成果，打造数字经济时代产业
创新集群，加快将“三年大变
样”的美好蓝图变成现实图景，
为示范引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作
出更大贡献，以实际行动迎接党
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下转02版）

打造水乡客厅的新实践新场景
示范区先行启动区重点项目开工 张忠伟顾海东出席 李铭致辞

本报讯（融媒记者龙玥）昨
天，区委副书记、区长王国荣来
到汾湖高新区（黎里镇），开展

“七一”前走访活动，看望慰问
困难党员，调研基层党建工作，
带去党和政府的温暖关怀。

王国荣来到红旗村，登门慰
问困难党员徐福宝一家。徐福宝

今年80多岁，其丈夫早亡，现
与大女儿一起生活。年前因劳作
摔伤，脚部进行手术，至今未能
完全康复，生活较为困难。

王国荣与徐福宝亲切握手，并
将党内关爱资金递到老人手中。

“老人家身体还好吗？感谢你为国
家所作出的贡献。”王国荣详细了

解老人的生活起居和身体状况，并
鼓励她要坚定信心，乐观地面对生
活。老党员们在不同时期、不同岗
位为党和国家作出了积极贡献，用
实际行动践行了共产党员的初心
和使命，王国荣要求各级各有关部
门要关心好照顾好老党员的生活，
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积极

为他们排忧解难，把老党员的所需
所盼落实到行动中，让他们共享发
展成果，安度晚年。

王国荣还调研了红旗村党群
服务中心等地，查看了中心各功
能室建设情况，详细了解中心的
功能布局、服务定位、作用发
挥。红旗村位于黎里镇西北部，

现下辖6个自然村，村党总支部
共有党员74名，全村有18个村民
小组，537户，1620人。王国荣指
出，要突出党建引领，充分发挥党
群服务中心的优势，整合党建、社
会服务等各种资源，更好地发挥基
层党组织政治引领、加强治理、凝
聚力量、为民服务的功能。

带去党和政府的温暖关怀
王国荣开展“七一”前走访活动并调研基层党建工作

本报讯（融媒记者梅姚曦）
昨天上午，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徐
晓枫带队赴吴江开发区三里桥社
区调研检查文明典范城市创建工
作。

徐晓枫一行首先来到位于三
里桥社区的城市管理服务站，详

细了解该站点的功能和服务内
容。徐晓枫对服务站引入资深城
管人“工作室”，定期对三里桥
社区居民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提
供咨询、服务的做法表示肯定，
希望服务站继续发挥功能，搭建
连心桥，进一步打通为民服务

“最后一公里”。
随后，徐晓枫一行来到三里

桥农贸市场，察看了农贸市场改
造后的情况。三里桥农贸市场经
过前阶段改造，一改往日脏乱模
样，给市民营造了安全、舒适的
交易环境。

在三里桥新村附近，徐晓枫
一行走进背街小巷，仔细察看路
面保洁、占道经营整治等工作的
开展成效，询问相关工作人员在
各项工作开展过程中遇到的难点
和问题，并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整
改意见。徐晓枫强调，下一步，

各相关单位要继续加大文明典范
城市创建宣传力度，建立健全长
效管理机制，推动文明典范城市
创建工作落细落实，以更强责
任、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着力
优化人民群众生活环境，进一步
提升文明典范城市创建质效。

着力优化人民群众生活环境
区领导带队调研文明典范城市创建工作

新华社北京6月30日电 7月1日出版的第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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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省部级主要领导
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
班上的重要讲话《更好把握和运用党的百年奋斗

历史经验》。
讲话指出，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
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马克思主义之
所以行， （下转02版）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更好把握和运用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

新华社香港6月30日电 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30日下午乘专
列抵达香港，出席将于7月1日
举行的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
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
政府就职典礼，并视察香港。

15时10分许，习近平乘坐
的专列徐徐驶入高铁香港西九龙

站。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车
厢，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
郑月娥和丈夫林兆波上前迎接。
欢迎仪式上，香港警察乐队奏响
热情的欢迎曲，充满精气神的舞
狮欢腾跳跃，数百名香港青少年
和各界群众代表挥动国旗、特别
行政区区旗和鲜花，表达热烈的
欢迎。习近平和彭丽媛向欢迎的

人群挥手致意。
习近平这次赴港受到海内外

高度关注，中外记者在现场等
候。习近平走到采访区，向在场
记者问好。他表示，明天，是香
港回归祖国25周年庆典日，全
国各族人民将和香港同胞一道庆
祝这件喜事。我向香港同胞致以
热烈祝贺和美好祝愿。

习近平指出，我一直关注着
香港，挂念着香港，我的心和中
央政府的心始终同香港同胞在一
起。过去一个时期，香港经受一
次次严峻考验，战胜一个个风险
挑战，历经风雨后，香港浴火重
生，展现出蓬勃的生机。事实证
明，“一国两制”具有强大生命
力，是确保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维护香港同胞福祉的好制度。
习近平强调，行而不辍，未

来可期。只要毫不动摇坚持“一
国两制”，香港的未来一定会更
加美好，香港一定能为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
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丁
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

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全国人大
常委会副委员长沈跃跃，国务委
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全国政协副
主席、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
任夏宝龙等陪同人员一同抵达。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香
港特别行政区候任行政长官李家
超，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首
席法官张举能、财政司司长陈茂

波、律政司司长郑若骅、立法会主
席梁君彦、行政会议非官守议员召
集人陈智思等前往车站迎接。

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主
任骆惠宁，中央政府驻香港维护国
家安全公署署长郑雁雄，外交部驻
香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刘光源，中
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司令员彭
京堂、政委赖如鑫等也到车站迎接。

习近平抵达香港，将出席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并对香港进行视察

只要毫不动摇坚持“一国两制”香港的未来一定会更加美好

本报讯（融媒记者钟俪）
昨天上午，苏州市政协主席朱
民率队来我区，就委员企业复
工复产和政协工作进行专题调
研，并对中央政协工作会议精
神贯彻落实情况进行“回头
看”。区政协主席李斌陪同调
研。

朱民一行首先来到中国工
业互联网研究院江苏分院，走
进长三角工业互联网创新联合
中心，详细了解工业互联网技
术在印染、纺织、服装、水
务、轨交、装备制造业等领域
的实际应用案例，听取长三角
工业互联网创新示范基地规划
建设情况的汇报。朱民希望，

工联院江苏分院要充分发挥工业
互联网对行业赋能、创新驱动和
经济发展的带动效应，做大做强
平台经济，助力更多企业实现智
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

在江苏亿友慧云软件股份有
限公司，朱民一行听取企业发展
介绍，了解企业在当前发展中面
临的困难和瓶颈。朱民勉励企业
进一步坚定发展信心，立足吴
江，继续做大做强。

朱民一行还来到苏州骏祥汽
车企业协商议事室，了解该协商
议事室的活动开展情况。朱民希
望，要继续发挥“有事好商量”
平台效能，组织委员有序参与基
层协商， （下转02版）

合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市政协主席朱民一行来吴江开展专题调研

本报讯 （融媒记者黄明
娟）昨天，全市法治宣传教育
工作会议召开，回顾总结全市

“七五”普法工作情况，推动
全市“八五”普法规划深入实
施。苏州市委副书记、政法委
书记、市法治宣传教育领导小
组组长黄爱军出席会议并讲
话。

“七五”普法实施期间，
全市宪法宣传教育扎实开展、
服务发展大局主动有为、重点
对象学法精准落实、法治文化
建设深入推进、依法治理水平

不断提升，市民群众法治观念明
显增强，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进
一步提高，为苏州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营造了良好法治环境。

就进一步做好“八五”普法
工作，黄爱军指出，要增强政治
自觉，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引
领全民普法工作，把坚持党的领
导作为全民普法工作的根本保
证，把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全民
普法工作的行动指南，把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作为全民普法工作的
根本立场，

（下转02版）

推动普法工作走在全国前列
吴江设分会场收听收看全市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会议

本报讯 （融媒记者黄新
泉）昨天，苏州市委常委、副
市长顾海东带队来我区走访相
关企业，并调研指导我区金融
投资工作。

顾海东一行来到翔楼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参观公司科
技研发展示中心，并走进生产
车间，了解企业发展历程和生
产经营情况。调研中，顾海东
表示，企业要抓住上市契机，
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增加研发
投入，加快推进“智改数
转”，不断提升自身核心竞争

力。
随后，顾海东一行来到苏州

湾创投壹号，了解创投壹号近年
来的发展成效。据悉，苏州湾创
投壹号集聚了优质的创投基金等
金融投资机构、品牌办公生活服
务机构和知名金融中介服务机
构，及新经济产业龙头、境内外
上市公司的功能性总部。截至
2022年 5月底，已入驻各类金
融投资机构404家，合作及管理
基金规模超1000亿元，累计投
资项目超800家/次，累计投资
金额超200亿元， （下转03版）

市领导来吴调研金融投资工作

发挥金融对高质量发展支撑作用

本报讯（融媒记者冯秋月）
昨天上午，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
记盛红明前往桃源镇杏花村开展
走访慰问活动，发放党内关爱慰
问金和光荣在党 50 周年纪念
章，向老党员们送上节日祝福和
党的关怀。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1 周年，我特地来看看你，
最近身体恢复得怎么样？”在
杏花村老党员朱仁德家中，盛
红明仔细询问了朱仁德的治疗
和康复情况，并和他聊起家
常。朱仁德因意外摔伤瘫痪在

床，至今生活无法自理，治疗
费用高昂，导致家庭生活非常
困难。盛红明鼓励朱仁德要保
重身体、把精神养好，从日常
简单运动做起，积极参与康复
锻炼，并嘱咐村委会工作人员
要多帮助、多关心，及时解决

他的实际困难。
随后，盛红明走进杏花村退

役军人钱荣江家，向他发放了光
荣在党50周年纪念章，并现场
为其佩戴纪念章。钱荣江于
1972年入党，党龄满50年。盛
红明与钱荣江亲切交谈，感谢他

为党的革命事业和社会作出的贡
献。盛红明表示，老党员是年轻
一辈学习的榜样，希望钱荣江继
续发挥带头作用，坚定不移听党
话、感党恩、跟党走，积极建言
献策，继续为吴江经济社会发展
出一份力。

切实传递党的关怀和问候
区领导走访慰问困难党员并发放纪念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