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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1月 8日电
七十载光辉岁月，九万里风鹏正
举。在人民空军成立70周年之
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8日出席庆
祝空军成立70周年主题活动，代
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对空军成
立7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向空军
全体官兵致以诚挚问候。

上午10时15分许，习近平

来到位于北京市昌平区的中国航空
博物馆。英雄广场上，“蓝天魂”雕
塑庄严肃穆，“胜利之火”火炬熊熊
燃烧。习近平首先向人民空军英烈
敬献花篮，他迈步上前，整理花篮缎
带，向人民空军英烈三鞠躬。习近
平缓步绕行，瞻仰人民空军英烈墙，
表达对英烈的深切缅怀。人民空军
的历史辉煌，是用奋斗、牺牲和奉献
铸就的。70年来，人民空军英雄辈

出。习近平强调，我们要永远铭记
英烈的英雄事迹，世代发扬英烈的
英雄精神。

随后，习近平参观了庆祝空军
成立70周年主题展览。展览分为

“蓝天铸忠诚”和“奋飞新时代”两个
展区，展出各型飞机9架，图片、实
物1500多件，再现了人民空军70
年的光荣历史和发展成就。一张张
图片展板、下转第2版>>>

习近平热烈祝贺人民空军成立70周年

全面建成世界一流空军

本报讯 11月8日，来自全
市各个新闻单位的新闻工作者代
表们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第20个
中国记者节。今年，无锡新闻界
收获颇丰，产生了一批中国新闻
奖、江苏新闻奖和无锡新闻奖获
奖作品。记者节前夕，市委书记
李小敏专门作出批示，对全市新
闻舆论战线和广大新闻工作者为
无锡各项事业发展作出的积极贡
献予以充分肯定。市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袁飞出席记者节庆祝活
动。

李小敏在批示中代表市委、
市政府向全市广大新闻工作者致
以诚挚的节日问候和良好祝愿。
他说，近年来，全市新闻舆论战线
和广大新闻工作者主动适应媒体
格局的深刻调整，坚持正确政治

方向和舆论导向，坚持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坚持深化改革、守正创
新，在传播党委政府声音、壮大主
流思想舆论、凝聚广泛社会共识
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
作，较好发挥了强信心、聚民心、
暖人心、筑同心的职责作用，充分
展现了爱岗敬业、甘于奉献、拼搏
进取、敢于担当的良好风貌，为无
锡各项事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
献。

李小敏说，习近平总书记深
刻指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党
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治国理政、定
国安邦的大事。”全市新闻工作者
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围绕
更好履行“举旗帜、聚民心、育新
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

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工作导向，进一步创新
传播手段和话语方式，进一步增
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多做统一
思想、凝聚力量的工作，多做鼓舞
士气、提振信心的工作，唱响奋进
凯歌、讲好无锡故事，努力推出更
有思想、更有温度、更有品质的新
闻作品，不断提高新闻舆论传播
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为高
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强
富美高”新无锡、当好全省高质量
发展领跑者再立新功。

袁飞在庆祝活动讲话时说，
今年以来，全市新闻舆论战线凝
心聚力、振奋精神，重大主题宣传
效果突出，正面舆论引导有力有
效，媒体融合发展纵深挺进，“四
力”教育实践深入开展，为我市当

好全省高质量发展领跑者提供了强
有力的舆论支持。面对新形势，新
闻单位和广大新闻工作者要进一步
加快媒体融合的步伐、拓展媒体融
合的深度，提高创优意识增强精品
创作能力，以更高站位把准新闻舆
论工作方位，以更大作为拓展主流
价值影响力，以更强自觉当好践行

“四力”排头兵。
活动颁发了第八届无锡新闻奖，

共产生四个类别20件获奖作品。这
一年，无锡新闻界在全国、全省范围
内也斩获颇丰。本报独家新闻《“全
病种”医疗自费支出救助开出“第一
单”》系列报道聚焦我市在全国首创
的全病种医疗自费救助政策，阐述了
一个经济较为发达地区在社会治理
方面的一项创新探索，获得第29届
中国新闻奖。下转第2版>>>

唱响奋进凯歌 讲好无锡故事
我市庆祝第20个中国记者节 李小敏作批示

本报讯 昨天,我市举行2019年
度119消防宣传月启动仪式。市长黄
钦出席并宣布宣传月启动，市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副市长谢晓军，市政府秘
书长张明康出席活动。

启动仪式前，黄钦慰问了市消防救
援支队指战员，并召开座谈会，向全体
消防救援指战员为护航无锡经济社会
发展作出的突出贡献表示衷心感谢、致
以崇高敬意。黄钦说，一年来，全市消
防救援队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训词精神，始终与改革同心同
向、同力同行，稳步推进改革转型，竭诚
履行职责使命，推动全市火灾总量实现
五年五连降，在重大灾害事故面前发挥
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有效服务和保
障了无锡经济社会发展。

黄钦指出，当前，无锡正处在高水

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强富美
高”新无锡、当好全省高质量发展领跑
者的重要时期，要实现这些目标任务，
安全稳定是首要前提。希望全市消防
救援部门以更加饱满的热情锻造一支
对党忠诚、政治过硬的队伍，以实际行
动书写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以更
加扎实的举措锻造一支竭诚为民、素
质过硬的队伍，全面提升消防工作现
代化水平，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以
更加昂扬的斗志锻造一支赴汤蹈火、
本领过硬的队伍，争取在专业队建设、
多种形式消防队伍建设、装备体系建
设等方面创造无锡经验、打造无锡样
板；以更加务实的作风锻造一支纪律
严明、作风过硬的队伍，保持军事化管
理模式不变、部队优良传统不丢、依法
从严治队标准不降。下转第2版>>>

我市2019年度
119消防宣传月启动

本报讯 11月7日，作为第十一
届中国（无锡）国际新能源大会暨展
览会的系列活动之一，赵振元/张小平
合著的《外面的世界》举行首发签赠
仪式。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市政
协主席周敏炜出席。

赵振元现任中外散文诗学会执
行主席、太极实业董事长，十一科
技董事长、党委书记。《外面的世
界》是赵振元和张小平分享给读者
的对生活和内心的体悟：外面的世
界可以让我们耳目一新、心潮澎
湃，下转第3版>>>

《外面的世界》首发

本报讯 周日，江浙企业家
之间又将迎来一次成规模、跨区
域的对话和互动。由无锡日报报
业集团、《浙商》杂志、世界浙商网
主办，以“协同共进 融合发展”为
主题的第二届“太湖·西湖”企业
家论坛将于11月10日在杭州举
行。据悉，大会已吸引来自长三
角区域的200余位著名企业家和
专家报名参会。

以太湖和西湖之名，江浙两
地企业家借常态化互动，呼应长
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去年 8
月，无锡日报报业集团、浙报集团
《浙商》杂志社以及红豆集团共同
发起举办首届“太湖·西湖”企业
家论坛。作为“苏南模式”重要发
源地以及中国民族工商业发祥
地，无锡牵头以太湖的名义和杭
州西湖进行“联姻”，搭建“两湖”

企业家论坛交流平台，成立“太湖·
西湖”企业家联盟，将太湖与西湖打
造成为长三角都市圈深度融合、协
同发展的典型符号。

随着11月1日长三角生态绿
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正式揭牌，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的实施迈
出新的重要一步。在这一进程中，
民营企业是主体，是推动者，也是受
益者，下转第3版>>>

第二届“太湖·西湖”企业家论坛明在杭州举行

长三角商界大咖共话协同发展

▶昨天，“平安号”消防主题地
铁专列上线运行，图为车厢内部。

（还月亮 摄）

▼昨天，毛湾社区开展消防宣
传活动，图为工作人员向居民讲解
灭火器材使用、逃生疏散等知识。

（朱吉鹏 摄）

本报讯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昨天，市政协组织住锡省政
协委员视察了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工
作。市政协主席周敏炜，副主席张丽
霞、高慧，孙志亮和秘书长王鸿涌参加
视察。

省政协委员们实地考察了大运河
无锡段的文化遗存保护、文化价值弘
扬、生态保护修复、沿线环境建设等情

况，听取了市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情况介绍和梁溪
区政府关于古运河相关工作的汇报。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省政协委员
和专家们就大运河文化带文化遗产的
保护、传承、创新，以及如何通过文化
建设带动城市能级提升和经济发展各
抒己见，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意见和
建议。

下转第3版>>>

住锡省政协委员视察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

本报讯 为检查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开展情况，督
促各地各部门层层传导压力、压实责任，近日，市长黄
钦带领相关部门负责人及专家，利用两个半天和一个
整天的时间，先后前往新吴区、江阴市以“四不两直”的
方式实地检查督办隐患排查整治工作。黄钦强调，安
全生产，一失万无，各地各部门要以对人民生命财产安
全高度负责的态度，进一步强化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
从严从实从紧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彻底解决安全
生产领域的突出问题，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环
境。市委常委、江阴市委书记陈金虎，副市长、高新区
党工委书记、新吴区委书记王进健，副市长蒋敏，市政
府秘书长张明康参加检查督办。

11月5日-6日，黄钦前往新吴区检查商场、群租
房、企业、燃气供应站、建筑工地隐患排查整改情况。
招商城是新吴区重点监管的人员密集场所。黄钦实地
检查了消控中心、消防设施设备，看到前期检查中列入
整改“清单”的商铺违规搭建、占道经营等问题依然存
在，他要求加快整改进度，市区联动、下决心把安全隐
患彻底消除到位，为招商城提档升级、可持续发展打好
安全基础。走进东风家园一幢居民楼的群租户居住
点，楼道口的场景令大家捏了一把汗：一辆沾满灰尘的
电瓶车被弃置在消防栓面前，一旦发生火情后果不堪
设想。“我市早已启动群租房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为何
不见整改？”黄钦严厉要求相关街道、社区负责人压实
压紧责任，杜绝隐患排查“走过场”情况的发生。走出
东风家园后，黄钦还随机走进小区对面的一家浴室，询
问消防部门日常安全监管情况，叮嘱浴室负责人加强
员工消防教育培训，切实保障人员密集场所安全。

安全是企业的生命线。在爱普生光电有限公司，
黄钦实地检查了企业化学品仓储区域等，并突击抽查
了员工穿戴呼吸器这一应急救援设备的能力。看到被
抽查的员工动作还不够熟练时，黄钦说：“时间就是生
命！”他要求企业负责人持续强化演习演练，进一步提
升应急处置水平。燃气安全关乎千家万户。在大众燃
气汽车发展有限公司旺庄供应站，黄钦叮嘱店家务必
规范经营、确保用气安全。随后，黄钦还来到江苏缘恒
建设有限公司负责施工的工地，该工地一个多月前因
建材堆放不规范等问题已被责令停工整改，但一个月
过去了却迟迟未动。黄钦要求项目经理限期整改、监
管部门做好监督，真正把安全生产责任落到实处。

11月8日，黄钦来到江阴市检查企业、工地、商业
综合体、港口码头、石化码头等地。黄钦首先来到周庄
镇一处工地，得知因种种历史问题，企业想建厂房但手
续未办全、目前处停工状态，黄钦要求当地政府和相关
部门排查梳理类似问题、尽快研究切实可行的解决方
案，在为企业创造良好发展环境的同时消除安全隐
患。“兴裕纺织”是一家“厂中厂”，不仅厂房屋顶材料耐
火等级不达标，厨房里的瓶装液化气也未按要求使用
专用软管、企业未和供气方签订燃气使用相关安全协
议。在责令企业整改的同时，黄钦要求彻查液化气供
气点，抓好源头管控。黄钦还检查了一家被责令停工
整改的金属铸造企业，下转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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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在第20个中国记
者节到来之际，昨天，近60位来自
八大板块的宣传干部走进未来媒
体中心，与报业集团的“老记”“小
编”畅谈融媒之道，共话携手发展。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为什
么要在记者节这样一个特殊的日
子，组织一场“请进来”的活动？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基层
不仅是党报的依靠对象、服务对
象，更是我们的朋友。”无锡日报
报业集团主要负责人表示，邀请

板块宣传系统工作人员走进未来
媒体中心，就是在传达报业集团
将始终深耕本土、扎根基层、服务
基层的鲜明态度。在建设新型主
流传媒集团的道路上，报业集团
将始终坚定一个信念——做好

“在地化”服务；始终倡导一种风
气——无论身处什么职位，第一
身份永远是“记者”，采访写稿是
一种本职。报业集团将在深耕本
土、深耕基层上下功夫，不断丰富
服务内容、强化技术驱动，提升为

板块服务的能力。
一年前，为响应中央关于推进

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要求，报业集
团成立了八大板块融媒中心。一
年来，在各板块宣传部门的大力支
持下，八大融媒中心在打通“采访
前端一公里”和“传播最后一公
里”、助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方面，
进行了有益探索。采编力量下沉，
带来的是一次次围绕各板块发展
特色，紧扣产业强市、生态治理、乡
村振兴、民生幸福的精心策划，是

一番番深入基层的实地采访、促膝长
谈，是一篇篇沾泥土、带露珠、冒热
气、聚人气的生动报道。

来自基层的肯定是这个记者节
最好的礼物。江阴市委宣传部部务
委员曹琰认为，报业集团融媒中心入
驻板块后，从更高站位、更深内涵、更
广视角、更多维度，生动地书写了传
播了无锡好故事、好声音，彰显党媒
记者守正创新的优秀职业素养。宜
兴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蒋永芳说，板块
融媒中心成立后，下转第2版>>>

报业集团邀八大板块宣传干部走进未来媒体中心

深耕本土 做好“在地化”服务

消防宣传
入脑入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