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历癸卯年闰二月十一 新闻热线:15806252009 今明天气 :今天11℃～20℃，多云 明天8℃～23℃，多云到晴

2023年4月1日 星期六 今日4版

本版责编/费永新 排版/孙 莺 校对/丁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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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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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3月31日电 中共中央
政治局3月30日下午就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行第
四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在主持学习时强调，举行这次集体学
习，目的是发挥示范作用，推动全党在
主题教育中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打牢思想理论基础。

中央政治局委员刘国中、李干杰、
李书磊、何卫东、陈敏尔等5位同志结
合自身思想和工作实际，交流了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认识和体会。

习近平在听取大家发言后发表了重
要讲话。他指出，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新时代新征程开创
事业发展新局面的根本要求。坚持用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武装全

党、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是我们党创
造历史、成就辉煌的一条重要经验。新
时代新征程，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
形势、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
各种不确定难预料的风险挑战，要实现
党的二十大确定的战略目标，迫切需要
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进
一步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这是党中央确定在全党开展
这次主题教育的主要考量。

习近平强调，党的理论创新每前进
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历经了10年的
发展历程，伴随着这一历程，我们也推
动全党学习了 10年，取得了明显成
效。但是，理论武装的任务仍然艰巨。
这次主题教育确定以学习贯彻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主题，就是要推

动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不断把学习贯彻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向深入。

习近平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内容涵盖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
防、治党治国治军等方方面面，构成一个完
整的科学体系。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

“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
就”概括了这一思想的主要内容。我们既要
全面系统地学习掌握这些主要内容，又要整
体把握这一思想的科学体系，做到融会贯
通。对各领域提出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
略，对各方面工作提出的具体要求，都要放
在整个科学体系中来认识和把握，避免碎片
化、片面性，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习近平强调，学深悟透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还必须把握这一思想的
世界观、方法论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
法。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继续推进理论

创新的科学方法，即必须坚持人民至上、
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必须坚持守正创新、
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坚持系统观念、
必须坚持胸怀天下。这“六个必须坚持”，
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场
观点方法的重要体现。只有准确把握包括

“六个必须坚持”在内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才能更好领
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要
义，才能把思想方法搞对头，认识问题才
站得高，分析问题才看得深，开展工作也
才能把得准，确保张弛有度、收放自如。

习近平指出，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目的全在于运用，在于把这
一思想变成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强
大思想武器。在这次主题教育中，党员、
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主动把自己的
思想摆进去， （下转02版）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把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引向深入

本报讯（融媒记者史韫倩） 3月 31
日，记者从2023年吴江区体育赛事活动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按照四年一届的惯
例，今年将举办吴江区第十四届体育运动
会，赛事将从4月份持续到10月份。

作为全区最大规模的综合性体育赛

事，与往届相比，吴江区第十四届体育运
动会主要呈现三个特点：一是赛事项目更
多，本届区运会分为社会部和学生部，共
设60多个项目，既有篮球、足球、游泳
等群众基础广泛的大众项目，也有结合吴
江特色，增设了龙舟、舞龙、掼蛋、健美

操、冰壶等首次亮相的项目；二是人群覆
盖更广，参赛年龄从8岁到70岁，人群
覆盖全区各行业，涵盖学生、老年人、残
疾人等六个组别；三是办赛布局更全，除
主城区作为承办地外，还在其他有条件的
区镇安排了单项比赛活动。

结合全年体育工作安排，在吴江区第十
四届体育运动会有序开展60多项赛事的同
时，吴江将继续深耕攀岩、围棋、帆船等国
际、国家级的比赛活动，提升全区体育品牌
赛事的影响力。同时，通过线上线下联动，
同步开展全民健身系列活动， （下转03版）

服务全区人民尽享体育之美运动之乐

区第十四届体育运动会即将开赛

新华社北京3月 31日电 4月 1日出版的第7期
《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中央党校建校90周年

庆祝大会暨202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文章强调，回顾历史，党校始终不变的初心就是为

党育才、为党献策。 （下转02版）

《求是》杂志发表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在中央党校建校90周年庆祝大会暨202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本报讯（融媒记者黄明娟）继承公证
证明多、核查难、手续繁，针对这一问
题，吴江公证处创新推出“身后一件事”
涉财公证服务，深化“代查代办”服务，
不断拓展公证核查渠道，实现减证便民，

让群众“伤心事”“顺心办”。日前，记者
从吴江公证处获悉，今年以来，吴江公证
处已办理各类遗产继承公证478件，为办
事群众代查户籍民生档案74次。

2023年2月，张先生因视力障碍外

出不便，由其舅舅代为至吴江公证处咨询
母亲银行存款继承手续。得知张先生的难
处后，吴江公证处工作人员通过公安、民
生档案查档专线查询到部分证明材料，并
通过实地走访村委会、村民核实相关情

况，及时办理了该继承公证，帮助张先生顺利
取出母亲的银行存款。吴江公证处相关负责人
介绍，公证处与区档案馆协作，打通民生档案
公证查档专线，与公安户籍部门实现网上平台
专人对接、户籍资料共享。 （下转03版）

让群众“伤心事”“顺心办”
吴江织密“身后一件事”涉财公证便民服务网

本报讯（融媒记者黄栎
蓉）昨天，吴江区巾帼建功活
动暨吴江区女企业家协会第
八届会员大会举行，进一步加
强女企业家协会自身建设，完
善职能作用，激发协会内生动
力和活力，更好地融入地方社
会经济发展，推动协会高质量
可持续健康发展。苏州市妇联
副主席王群宇，区委副书记韦
国岭等参加活动。

大会选举产生了吴江区
第八届女企协理事会，胡毓

芳当选为吴江区女企协第八届
理事会会长。活动聘任了协会
名誉会长并发放聘书，进行了
巾帼创新创业成果表彰，30人
分别获得杰出贡献奖、创新活
力奖和热心公益奖。活动还举
行了吴江区巾帼创新创业服务
联盟成立仪式和“乡村振兴巾
帼贷”专项信贷资金支持项目
发布仪式。青吴嘉三地女企业
家协会还共同签订了长三角一
体化示范区巾帼共建共享友好
协议。 （下转03版）

吴江区巾帼建功活动暨吴江区女企协
第八届会员大会召开

凝聚起奋发向上的巾帼力量

本报讯（融媒记者黄新
泉） 3月 31日，山东省青
岛市莱西市委书记周科率党
政代表团一行，来吴江考察
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重点了
解吴江加快推进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的生动实践。区委书
记李铭、区人大常委会党组
书记盛红明陪同考察。

代表团一行来到吴江建
设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展示
馆，围绕“潮起长三角、奋
进新时代”“打造‘创新湖
区’、建设‘乐居之城’”

“践行国家战略、扛起时代
担当”三个篇章，以示范区

“一田三新”战略定位为主要脉
络，从一体化制度创新、生态
优势转化、绿色创新发展、人
与自然和谐宜居等方面，系统
全面了解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
家战略、建设长三角生态绿色
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推进历
程，以及吴江积极践行国家战
略、全力推进示范区建设的生
动实践和丰硕成果。

作为一体化示范区建设的
江苏窗口、苏州窗口，吴江坚
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
实中央和省委、市委各项决策
部署， （下转03版）

莱西市党政代表团来吴江考察学习

开拓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工作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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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江“三治”攻坚人
签订捐髓同意书

本报讯（融媒记者盛晨
莹）近日，苏州市水务局公
布了2022年度水利工程建
设文明工地评选结果，东太
湖综合整治后续工程（环太
湖大堤七都至大缺港段）—
戗港避风港防波堤工程、吴
江区大德塘治理工程一标段
获评“苏州市2022年度水利
工程建设文明工地”。

据了解，东太湖综合整
治后续工程（环太湖大堤七
都至大缺港段）—戗港避风
港防波堤工程新建东侧防波
堤长466.239米，西侧防波

堤长 491.123 米，设有灯塔 1
座；防波堤面层上铺设花岗
岩，局部设置坐凳，下沉花
池，太湖侧设现浇挡浪板，防
波堤两侧为GRC（玻璃纤维增
强混凝土） 栏杆及金属栏杆，
配套景观绿化、亮化工程等。
工程建设期间，项目法人进一
步强化安全管理、质量管理、
宣传教育、卫生防疫、环境保
护等工作，全面营造安全文明
和谐的建设环境。

大德塘治理工程施工一标
段位于震泽震严塘段，南起划船
港、北至 塘， （下转03版）

推动水利工程更安全优质高效
吴江两个项目获评市“水利工程建设文明工地”

“我们讲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
态搞不好就不是‘金山银山’，反而成了
亏钱买卖。”今年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又一次强调——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
化。

近年来，吴江抢抓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国家战略机遇，积极借鉴江浙沪改革试点
经验开展先行先试，率先探索将生态优势
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优势，并以高质量发
展优势反哺生态优势，通过打通“绿水青

山”与“金山银山”之间的转换通道，实现对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创新性实践，为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积累并贡献诸多“吴江实
践”和“吴江经验”。

大力实施生态治理
为生态优势转化夯实基础

这几天，来自上海的朱女士一家在汾
湖自驾游。本来打算“当天来回”的他

们，因为陶醉于烟雨江南的水乡美景，临
时修改了行程，打算在吴江多玩几天。

“鼋荡桥通了以后，我们来吴江很方
便，非常适合周末近郊游。所以周六带家
人过来转转，我们去了‘曲水善湾’、六
悦博物馆，感觉意犹未尽。”朱女士说，
这几天春雨绵绵，更加凸显了江南水乡的
诗情画意，于是，她家老人和孩子决定留
下来，继续在吴江“踏春”。

朱女士一家游玩的“曲水善湾”农文
旅综合项目，位于汾湖高新区善湾村，是

吴江乡村振兴重要示范项目，也是吴江将生
态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优势的“落地场
景”，项目区域内水杉居、喜柿餐厅、鱼菜共
生有机农场、两山礼堂等点位已经进入正式
运营阶段，吸引了一批又一批游客前来“打
卡”。

在朱女士看来，寻味江南的乐趣在“游
山玩水”，“曲水善湾”的特别之处，也在于
毗邻众家荡。“水”是大自然对吴江的馈赠，
也是吴江坚持生态和发展“双优势”转化的

“底气”。 （下转03版）

在一体化战略下推动生态与发展“双优势”转化

用“世界级料子”绘就“吴”与伦比的美丽
融媒记者 黄新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