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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告读者

春节期间，无锡日报报业集团
媒体出版运行安排如下：

无锡日报：1月23日（初二）至
1月27日（初六）休刊五期，1月28
日（初七）恢复正常出版。

江南晚报：1月23日（初二）至
1月27日（初六）休刊五期，1月28
日（初七）恢复正常出版。

报纸休刊期间，集团将充分发
挥无锡观察客户端、无锡日报微信
公众号、江南晚报微信公众号、无
锡新传媒网等集团新媒体平台作

用，精心策划融媒体报道，组织采
编力量深入一线，新春走基层，用
高质量的图文、视频、海报产品，生
动呈现无锡城市的新活力新气象
新变化，营造欢乐过年的喜庆祥和
氛围。

欢迎广大读者、用户通过报业
集团融媒体平台获取资讯、参与互
动。祝大家春节快乐、身体健康、阖
家幸福！

无锡日报报业集团
2023年1月22日

本报讯 1月20日，市委书记杜小刚主持召
开市委常委会第61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二十届中央纪
委二次全会、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的系列重要
讲话和二〇二三年新年贺词精神，传达全国、全
省宣传部长会议和省委常委会民主生活会精神，
部署安排相关工作。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民主
生活会上的重要讲话，既是对中央政治局同志的
明确要求，也是对各级领导班子的重要要求，为
我们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重大决策部署提供了
重要遵循。全市上下要提高政治站位，坚持不懈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
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严格遵
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自觉同党的理论和路线
方针政策对标对表，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
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要增强履职本领，自觉把无锡现代化事业全
面纳入中国式现代化壮阔宏图中，认真落实全面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无锡新实践“十个坚定不移”
重点任务，全力支持鼓励“敢为、敢闯、敢干、敢首
创”，推动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转化为无锡“走
在前、挑大梁、多作贡献”的实际成效。要发挥表
率作用，各级领导干部要充分发挥“头雁效应”，
既要牢牢把握贯彻党的二十大重大决策部署这
个主题，领着大家一起干、带着大家一起拼；又要
带头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带头加强作风建
设，自觉做良好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的引领者、
营造者、维护者。

会议要求，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
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做
好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各项工作，把各方面智慧
和力量凝聚起来，形成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的强大合力；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二〇二
三年新年贺词精神，坚决响应总书记“让明天的
中国更美好”的动员和号召，切实把党的二十大
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付诸行动、见之于成效。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
二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动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向纵深发展提供了根本遵
循。省委书记信长星对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提出具体要求。全市上下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认真贯彻省委部署要求，以彻底的自我革命
精神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要抓牢政治监督根本任务。以强有力政治监督
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落实到工作中、体现到行动上，立足无锡实际推动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
化。二要强化正风肃纪战略定力。以钉钉子精神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
靶向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持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更好引领激励干部敢
为、地方敢闯、企业敢干、群众敢首创。三要保持反腐惩恶高压态势。牢牢把握
反腐败斗争的重点和方向，（下转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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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农历除夕是万家团圆的
日子，有一群人仍坚守岗位、守望万家
灯火。昨天上午，市委书记杜小刚来
到相关部门和单位，看望慰问网信干
部、媒体记者、公安干警、城市保供人
员、公交车驾驶员等春节期间坚守岗
位的一线工作人员，感谢大家的辛勤
付出，向大家送上新春问候和诚挚祝
福。市领导陆志坚、李秋峰、张镇参加
慰问。

守好网络阵地，筑牢安全屏障。
无锡市网络安全应急指挥中心，是中
央网信办批准的全国地级市网络安全
应急指挥中心示范单位。当天上午，
走进指挥中心，值班人员正在屏幕前
监测网络实时动态。杜小刚看望慰问
值班人员，听取值班值守、网络安全防
护等情况汇报，叮嘱要狠抓业务能力
提升，持续净化网络生态，切实维护广

大网民合法权益，为人民群众欢度佳
节营造平安祥和、平稳有序的网络环
境，为履行新时代网信使命任务作出
更大贡献。

以笔尖为媒、以镜头为眸，见证精
彩城市的美好。无锡日报报业集团近
年来聚焦时代主题、紧扣中心工作，加
快媒体深度融合步伐，积极宣传党的
主张、反映人民心声、记录伟大变革、
传播无锡声音。杜小刚与老记小编们
合影留念，感谢大家的辛勤工作，充分
肯定近年来报业集团各项工作取得的
新成效。他勉励大家放开手脚、积极
探索，以“思想+艺术+技术”创新融合
的方式，推出更多百姓喜闻乐见的新
闻产品，更好传播党的声音、记录城市
发展、讲好百姓故事，当好党和人民的

“喉舌”。无锡广电集团近年来加快构
建全媒体矩阵，积极推进多元产业协

同发展，着力提升数字化、网络化水
平，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杜小刚来
到广电“融媒谷”，视频连线正在人民
医院、交警高速二大队指挥中心采访
的记者，询问前方情况，送上新春祝
福。在看望慰问记者和主持人时，杜
小刚说：“记者是城市的观察者、记录
者和传播者，你们以新闻人的视角，推
出了一批有血、有肉、有温度的新闻作
品，辛苦了，感谢大家！”他祝愿大家新
的一年身体健康、工作顺利、阖家幸
福，取得新佳绩、与单位共成长。

坚守岗位一线，全力保障城市平
稳有序运行。在经开公安分局东 夅
派出所，杜小刚来到“太湖e警”综合
服务中心，了解公安“三端一中心”新
体系建设情况，得悉263类事项可一
窗通办一站全办、足不出户全程网
办，予以赞赏。他看望慰问公安干

警，详细查看各类警用装备，要求进
一步配强中心城区警力，强化铁骑路
面巡逻，推动警力下沉社区，紧盯关
键点位，排隐患、防风险，确保节日期
间城市安全、百姓安宁。走进无锡公
交集团扬名运营部，浓浓的年味扑面
而来：广场上，红色的新春拜年双层
巴士十分吸睛；屋内，工作人员正忙
着拌馅、包馄饨，准备当天的午饭。
杜小刚兴致勃勃地抽取“福签”向大
家送上新春祝福，并登上新春拜年巴
士，了解节日期间车辆运行、司机排
班等情况。“公交车是流动展现城市
形象的标志性窗口，是城市软实力的
体现！”他要求在确保安全运行的前
提下，根据节日特点优化线路、完善
功能、提升服务，为群众欢度佳节提
供更好出行保障。

（下转第3版）

杜小刚慰问春节假期坚守岗位的一线工作人员

致敬万家团圆背后的坚守

本报讯 1 月 21 日农历大年三
十，市长赵建军带队检查节日期间安
全生产、疫情防控、市场供应和春运等
工作，看望慰问坚守岗位的一线工作
人员。他强调，要认真落实省委、省政
府和市委部署要求，强化底线思维、厚
植为民情怀，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
任感做好春节期间各项工作，全力守
护人民安康、城市安全、社会安宁，确
保群众过一个欢乐安定祥和的新春佳
节。市领导张立军、吴建元，市政府秘
书长陈寿彬参加检查慰问。

在高速公路无锡西收费站，赵建
军与正在值守的公安、交通、路政工作

人员一一握手送上节日问候，感谢他
们在阖家团圆的日子为保通保畅付出
的辛苦努力。在详细询问交通流量、
巡查管理等情况后，他希望大家继续
发扬能吃苦能战斗能奉献的优良作
风，扎实做好趋势研判、隐患排查、疏
堵保畅等工作，加强雨雪冰冻等恶劣
天气防范应对，为市民营造安全顺畅
的出行环境。

无锡利安化工贸易有限公司主要
从事瓶装液化气的充装、零售等业
务。“液化气配送是否定车定人，每个
瓶能否做到可追溯？”赵建军实地察看
设施设备运行管理情况，强调要紧盯

燃气“瓶、充、送、检”各环节全面强化
安全管理，尤其要聚焦餐饮等人员密
集场所、自建房等重点部位加大排查
整治力度，切实消除风险隐患，筑牢燃
气安全防线。

“一年忙到头，大家辛苦了。”赵建
军来到胡埭镇卫生院看望慰问放弃休
息、连续奋战的医务工作者，仔细询问
就诊人数、床位使用等情况。他指出，
春节假期返乡流动人员多，做好农村
地区疫情防控尤为重要，要加强乡镇
卫生院、村卫生室常用药品和医疗设
备保障，切实提高重症早期识别和救
治能力。同时要抢抓建强分级诊疗体

系“窗口期”，更大力度务实推进医联
体医共体建设，全面提升基层医疗机
构医疗服务水平。

在华润万家超市滨湖店，各类商
品琳琅满目，赵建军认真询问猪肉、蔬
菜等商品价格和货源组织，并向超市
负责人了解消费券的使用情况，叮嘱
属地和相关部门抓好“菜篮子”“米袋
子”“果盘子”，多渠道保障市场供应，
加强食品安全监管，确保货源充足、价
格稳定、安全卫生，以高质量供给满足
市民多样化消费需求。

免费畅行、免费游园，为这个春节
增添了别样的“幸福感”。（下转第3版）

赵建军开展节日检查并看望慰问一线工作人员

全力守护人民安康城市安全
确保新春佳节欢乐安定祥和

本报讯 昨晚8时，最新投入
使用的中央车站北广场2600英寸
超清大屏准点开始直播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2023年春节联欢晚会，为锡
城的除夕夜再添年味。当晚，不少
市民在年夜饭后，专门来到北广场，
体验这不一样的春晚。

2600英寸是个啥概念？它比
国标游泳池还要大，相当于3个篮
球场，家里的65寸电视要1100台

拼在一起才够。这块8K超高清、户
外 3D 动态 LED 显示屏，面积达
1320 平方米，被誉为“锡城第一
屏”。今年除夕夜，它也是无锡唯一
获得央视官方授权、可以高清直播
央视春晚的户外大屏。

据悉，它不仅是无锡唯一签约中
央六部委“百城千屏”项目的户外大
屏，也是该项目中面积最大的8K超
高清大屏。（徐兢辉 文/时家辉 图）

“锡城第一屏”除夕夜添年味

免费第一天：景区开门红 地铁客流旺

▲ 昨日，无锡地铁客流量明显增大，
高峰时段的列车几乎满载。（孙倩如 摄）

◀ 灵山景区昨日游客总数2.3万人，
是寅虎年里游客最多的一天。（卢易 摄）

本报讯 人间烟火处，年味正浓
时。1月21日除夕之夜，在钟声悠扬
的灵山胜境，2023“乐游无锡·金兔纳
福”文旅系列活动和“乐享新春”太湖
购物节拉开序幕。市长赵建军出席启
动仪式并致辞，与广大市民和各界人
士一道辞旧迎新、喜迎新春。市领导
周常青、张镇、秦咏薪、周文栋，市政府
秘书长陈寿彬参加相关活动。

赵建军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
人民和一直以来关心支持无锡发展的
海内外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新春

祝福。他说，过去的一年极不平凡、很
不容易，749万无锡市民和108万市场
主体勠力同心、砥砺前行，每个人都在
为了心中的大梦想、生活的小精彩而努
力奋斗，大家一路上走得很坚定、拼得
很给力、无锡很出彩。让我们倍感自豪
的是发展底气更足了，全市地区生产总
值超过1.48万亿元、增速好于全省平
均，人均GDP保持全国大中城市首位；
为之振奋的是产业基底更牢了，物联
网、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新兴
产业规模持续壮大，科技型企业数量大

幅增长；深受鼓舞的是城乡面貌更靓
了，生态环境质量创15年来最好水平，
交通“四线四路”共建创历史之最；感到
欣喜的是幸福指数更高了，老旧小区改
造、电梯加装、“两河”整治提升、城市亮
化等扎实推进，美好生活新期待正在成
为可观可感的现实。

赵建军指出，这一年，有太多值得
讲述的精彩故事，有无数令人感动的
温暖瞬间。特别是在疫情防控中，广
大医护工作者奋战在一线、日夜“连轴
转”，快递小哥奔走大街小巷、打通了

保供“最后一米”，基层工作者顶着严
寒酷暑、守护万家灯火，公安民警闻令
而动、金盾护民，广大市民群众识大体
顾大局、凝聚起强大正能量，疫情防控
平稳转段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感谢每
一位奋斗者，向所有的平凡英雄致敬，
大家一年来辛苦了！

赵建军表示，新的一年，无锡将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省两会精
神，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无锡新实
践，（下转第3版）

精彩除夕灵山夜 同心奋进向未来

无锡各界人士“乐游乐享”喜迎新春
赵建军启动文旅消费系列活动并致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