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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级有关通知精神，本报2022年“十一”假期出版
安排如下：10月1日正常出报，10月2日—7日休刊，10月
8日恢复正常出报。

融媒编辑部
2022年10月1日

敬告读者

本报讯（融媒记者史韫倩）
烈士的功勋彪炳史册，英雄的精
神永垂不朽。9月30日是国家
设立的烈士纪念日，昨天上午，
我区在吴江烈士陵园举行烈士纪
念日敬献花篮仪式，深切缅怀英
勇牺牲的革命先烈。区委书记李

铭，区委副书记、区长王国荣，
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徐晓枫，区人
大常委会党组书记盛红明，区政
协主席李斌，区委副书记韦国
岭，区委副书记、副区长王嵘等
区四套班子领导与全区各界代表
一起参加活动。

英烈的精神激励无数仁人志
士在血雨腥风、战火纷飞中不屈
抗争，为中国人民“站起来”作
出了突出贡献。金秋时节，吴江
烈士陵园内庄严肃穆，吴江烈士
纪念碑巍峨高耸，碑上“革命烈
士永垂不朽”八个大字熠熠生

辉，无声诉说着先烈们为革命舍
生忘死、抛头颅洒热血的感人事
迹。

上午 900，仪式正式开
始。全场肃立，高唱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歌，用嘹亮的歌声抒发万
众一心、奋勇前进的豪迈之情。

而后，全体肃立默哀，深切缅怀
为党和国家舍生忘死、英勇献身
的革命先烈。默哀毕，少先队员
稚嫩但充满希望的歌声响彻云
霄，一首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意气风
发、直击人心。 （下转02版）

缅怀烈士功绩 弘扬烈士精神
吴江举行烈士纪念日敬献花篮仪式

本报讯（融媒记者韦欢）昨
天，区委书记李铭主持召开区委
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相关重要指示要求和省委常
委会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节
假日及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区
委副书记、区长王国荣，区委副

书记韦国岭，区委副书记、副区
长王嵘出席会议。区人大常委会
主任徐晓枫，区人大常委会党组
书记盛红明，区政协主席李斌列
席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常委会会
议精神。李铭指出，党的二十大

召开在即，做好安全生产工作、
确保社会大局安全稳定，意义重
大、责任重大。要认真学习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
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中央和省委的重要部
署上来。要始终绷紧安全生产之

弦，深刻认识安全生产的严峻
性、复杂性和抓好安全生产工作
的艰巨性、长期性，以“时时放
心不下”的责任感和“眼睛瞪得
大大的”政治敏锐性，坚持人民
至上、生命至上，深入贯彻新发
展理念和安全发展理念，更大力

度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守护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的过硬成效捍卫

“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
李铭要求，要坚决筑牢安全生

产防线。要深入推进安全生产专项
整治“三年大灶”、安全生产大检查
和“百日攻坚”行动，（下转02版）

李铭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

抓稳抓实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
推动巡视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成效

本报讯（融媒记者黄明娟）
抓项目就是抓发展，谋项目就是
谋未来。昨天，我区在盛泽举行
重点项目开工仪式，坚持以项目
促发展，为“勇挑大梁”挑重
担、扛重责提供强劲发展动能，
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

召开，向国庆献礼。区委书记李
铭为开工仪式培土奠基并讲话。

李铭向中联环苏州创新大
厦、中南高科新材料产业园等项
目的开工表示热烈祝贺。他表
示，抓项目就是抓发展，各区
镇、各部门要继续坚持把项目建

设作为经济工作的主抓手，以只
争朝夕的紧迫感和放心不下的责
任感，更大力度抓好重点项目建
设，坚持项目化、清单化、节点
化、责任化要求，倒排工期、挂
图作战，“一项目一专班”推动
项目落地见效，形成更多实物工

作量，确保完成年度固定资产投
资目标。要抓住当前宏观政策窗
口期，用好示范区金字招牌和

“环太湖科创圈”“吴淞江科创
带”建设机遇，聚焦产业创新集
群建设、乡村振兴、城镇更新、
民生改善等领域，加大项目招引

力度，以项目化推动一体化，以
一体化推动高质量。

李铭强调，冲刺四季度的号
角已经吹响，要切实增强勇挑大
梁的担当、敢为善为的本领，加
压奋进、克难攻坚，

（下转02版）

吴江举行重点项目开工仪式

全力以赴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发力
在省市发展大局中展现更大作为

本报讯（融媒记者黄明娟）
昨天，区委书记李铭带队开展节
前安全生产、疫情防控及物资保
供督导工作，强调要全面落实

“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
展要安全”重大要求，高效统筹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

发展和安全，全心全意守护人民
群众生命健康安全，营造安宁祥
和的节日氛围，以实际行动迎接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李铭首先来到盛泽恒力酒店
项目建筑工地，查看施工与管理
状况，并与项目负责人深入交

谈，了解项目建设与推进情况。
李铭对项目“邻里中心+商业酒
店”的开发模式表示赞赏，指出
要完善商业布局、引入优质品
牌，打造出一片繁荣街区。要高
度重视工地疫情防控，落实好核
酸检测与工地人员管理措施，做

到防得牢、发现早、处置早；要
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把安全
生产落实到每个岗位、每名工
人、每道环节，在确保安全的前
提下推进工程建设、保证施工质
量。

“生意好吗？”“瓶改电后负

荷够吗？”在财富中心，李铭走入
街边店面，察看燃气安全隐患整
治情况，询问餐饮企业经营状况。
李铭指出，要规范城镇燃气使用，
加快瓶改电、瓶改管步伐，清除各
类燃气安全隐患，有效遏制燃气事
故的发生； （下转02版）

李铭督导安全生产、疫情防控及物资保供工作

统筹发展和安全 营造安宁祥和节日氛围

新华社北京9月30日电 天
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烈士纪
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30日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
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
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
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
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壮阔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
的五星红旗高高飘扬，人民英雄
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

“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

国家繁荣富强的美好祝愿，花篮
上“喜迎二十大”的字样传递着
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对党的二
十大胜利召开的热切期盼。

临近10时，习近平、李克
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
乐际、韩正、王岐山等党和国家
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
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
手吹响深沉悠远的《烈士纪念日
号角》。

“礼兵就位！”随着号令，三
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
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

10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
花篮仪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
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
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
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

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
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

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
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
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
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
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
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
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
锋队名义敬献的9个大型花篮一
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着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的金色大
字。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 《献花
曲》，18名礼兵稳稳抬起花篮，
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
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
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
视。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
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
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
高敬意。

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
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

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
英雄纪念碑。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
一心、砥砺奋进，党和国家事业
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
革。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
军的新征程上，我们赓续英烈精
神、汲取前进力量，一定能够谱
写新的更加辉煌的篇章。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
到纪念碑前，献上手中鲜花并瞻仰
纪念碑。

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蔡奇主持。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
央书记处书记，部分全国人大常委
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
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中央军
委委员出席仪式。

（下转02版）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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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校联手打造劳动实践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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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抖”出新市场

本报讯 （融媒记者冯秋
月） 近日，2022年江苏省省
长质量奖获奖名单正式公布，
吴江变压器有限公司强势上
榜，成为苏州唯一一家获奖企
业。

吴江变压器有限公司是一
家专业从事电力变压器、电抗
器、成套电器及开关设备研
发、制造、工程总包和服务
的新型电力和新能源装备企
业。目前，该公司是全国变
压器产品的主力供应商，也
是国内变压器品种最多的生
产商之一。

在质量管理方面，吴江
变压器有限公司持续贯彻

“产品就是人品、质量就是生
命”理念，落实“三品一
环”质量管理模式，将“人
品、产品、品管”贯穿于企
业运营全过程，全面强化人
的主观能动性、工作责任性和
质量担当性。

“我们将充分发挥标杆企
业带动作用，持续在质量管理
上深耕细作、砥砺前行，助推
企业高质量发展，努力成为输
变电行业领跑者，为行业提
升、质量强国作出更大贡

献。”吴江变压器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花虹说。

记者从区市场监管局了解
到，目前，我区逐步构建起一站
式服务、首席质量官、质管数字
化、品牌标杆“四位一体”的质
量工作模式，通过不断提升质量
供给水平、创新质量治理方式、
厚植质量发展优势，努力打造具
有国际竞争力的“苏州制造”吴
江高地。

截至目前，全区共有6家企
业获评江苏省省长质量奖，
2022年新增1家；共有12家企
业获评苏州市市长质量奖，
2021年新增1家；企业获评苏
州市质量奖共70家次，2022年
新增21家次，总数均居苏州大
市第一。

据了解，江苏省省长质量奖
由省政府设立，是我省质量领域
最高奖项，每年评定一次，分为

“江苏省省长质量奖”和“江苏
省省长质量奖提名奖”，数量各
不超过10个（含组织和个人），
旨在引导、激励各类组织和个人
加强质量管理、追求卓越绩效、
注重自主创新，促进质量强企和
质量强省建设，推动全省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

我区企业质量管理再创佳绩

吴变荣获江苏省省长质量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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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524吴江段
精细化提升工程完工

山河披锦绣，盛世写华章。在全国上下喜迎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之际，我们迎来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3周年。七十三载栉风沐雨，七十
三载春华秋实，亿万中华儿女意气风发、信心满
怀，正昂首阔步前行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康庄大道上。
历史的年轮，镌刻下奋斗者的足迹。回首过去一

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发展环境，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
民坚定信心、团结奋斗、攻坚克难， （下转02版）

人民日报社论：

坚定不移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
——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三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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