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为营造一流知识产权服
务环境袁激发创新活力袁服务我县经济
高质量发展袁今年以来袁县知识产权局
以打造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网点为抓手袁
以促进知识产权业务与知识产权服务
深度融合为目标袁全力推进知识产权公
共服务网点建设工作袁打通知识产权惠
民惠企野最后一公里冶遥

组织申报袁协助认定袁让网点建成
更科学遥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网点的建成

时间跨度大尧材料要求细袁知识产权局
在申报工作之初袁通过野线上+线下冶的
方式袁积极宣传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网点
申报工作袁发动辖区内符合条件的服务
机构进行申报遥 同时袁网点认定工作启
动以来袁 该局结合省局及市局文件要
求袁认真调查袁立足实际袁协助申报机构
准备材料袁保证材料的完整性尧准确性
和及时性遥

维权援助袁科技创新袁让网点服务更

多元遥 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网点利用知识
产权基础信息资源袁 为创新创业主体和
社会公众提供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袁
涵盖信息查询尧信息检索尧维权援助尧事
务咨询尧公益培训等袁并结合自身特点及
优势袁逐步满足不同受众群体在商标尧专
利尧地理标志等知识产权领域个性化尧差
异化的知识产权服务需求袁 实现以知识
产权信息服务带动经济主体创新发展遥

政府指导袁专业支撑袁让网点发展

更长远遥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网点的
认定是提高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便
利性与可实行的重要举措袁 网点建成
后袁知识产权局将对网点进行常态化指
导和管理袁针对网点业务开展尧相关人
才培养尧 服务地方发展等方面提供支
持袁加强沟通袁保持协同推动袁不断夯实
知识产权服务网点建设工作基础袁促进
知识产权信息的开放共享和有效传播
利用遥 通讯员 吴亚茹

县知识产权局打造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网点惠民惠企野零距离冶

让村子从野一时美冶变为野时时美冶
本报讯 近日袁官滩镇洪湖村举行为集体谋发展尧话未来座谈

交流会袁村干部尧党员群众代表坐在一起分享感悟尧交流心得遥
洪湖村地处洪泽湖西岸袁 距镇区 12公里袁 曾经是我县的穷

村尧弱村遥 十年来袁在村党总支领导下袁干群团结奋斗袁村里发展
日新月异袁先后摘下野贫困村冶和野软弱涣散村冶的帽子遥 全村现有
800户尧3458人袁人均年收入超过 3万元袁村集体可持续性年收入
达 65万元遥

野听党话尧跟党走袁我们的生活一定会越来越美好遥 冶该村致
富带头人徐仕洋说遥 多年前袁徐仕洋是低收入农户袁村里组织他
参加县尧镇虾稻共生技术培训袁系统学习虾稻共生种养技术遥 经
过反复实验尧摸索袁近几年袁他先后带动 30 余户乡邻通过虾稻共
生走上致富路遥

今年夏季以来袁降水量少袁但由于标准化粮田水系通畅尧灌
溉设施配套齐全袁水稻亩均仍可达 550 公斤左右遥 村党总支书
记王华东过去十年间走南闯北袁开阔了视野袁积累了丰富的农
业生产尧经营和营销经验遥 洪湖村党总支以稻虾产业党员中心
户为主体袁开展野做给农户看尧带着农户干尧帮助农户销尧实现
农户富冶活动袁目前虾稻共生面积已推广至近万亩袁成为村里的
特色富民产业遥

今年袁村野两委冶在广泛征求村民意见的基础上袁在原村小学旧
址投资 40万元袁新建了龙虾交易市场遥村里新建了大型冷库袁统一
集中收购村民养殖的龙虾袁联系苏南的龙虾商贩到村里交易遥 野现
在袁农村道路通了尧路灯亮了尧环境美了袁我们农民生活品质提升
了袁真切感受到了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遥 冶刚到农户家中走访结
束的驻村干部倪静说遥 倪静认为袁作为驻村干部必须扛起责任袁和
村干部紧紧拧成一股绳袁紧抓建设大运河百里画廊机遇袁把农旅尧
文旅深入融合袁扎实推进乡村振兴工作上台阶尧迈大步遥

已退休的村党总支原书记罗来波说袁村里留守老人多袁种地有一
定困难遥目前土地年租金每亩可达 1100元袁要鼓励群众把土地流转给
大户遥 从长远看袁土地走适度规模化尧产业化发展的方向尧路子是大趋
势遥 2023年该村将争取立项建设高标准农田袁发展仓储尧物流和农副
产品加工袁建设农业产业链袁把农业产业的红利更多留在村里遥继续开
展野最美庭院冶评比
和人居环境提升工
作袁让村子从野一时
美冶变为野时时美冶遥
通讯员 丁德昶

冯 欣

绎近日袁盱城街道在社区巷道尧农贸市场尧住宅小区尧
办公场所等区域设置展架尧悬挂横幅标语袁进一步强化垃
圾分类工作宣传袁 引导群众携手共创绿色低碳美好家园遥

通讯员 张超 高学金

绎近日袁国家税务总局淮安市税务局相关负责人一行
赴管仲镇兴隆社区开展乡村振兴帮促调研工作遥

通讯员 朱缙 胡晶晶

绎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袁 管仲镇宗岗村利用
野党员联户冶机制袁广泛发动党员全面摸排走访袁精准掌握
疫情信息袁把控重点人员袁筑牢疫情防护网袁让群众更加暖
心尧安心尧放心遥 通讯员 李燕

绎近日袁 管仲镇刘岗村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
神袁结合文明城市创建工作袁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主题阅读活动袁进一步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工作遥

通讯员 张新宇 熊竹林

绎为切实做好学校消防安全工作袁有效预防校园火灾
事故的发生袁近日袁管仲镇综合行政执法局深入学校开展
消防安全检查及宣传工作遥 通讯员 陈瀚琳

绎近日袁 盱城街道对当前疫情防控工作周密部署袁要
求所有工作人员进一步严肃工作纪律尧 强化廉洁纪律落
实袁全力筑牢疫情防控安全屏障遥 通讯员 高学金

绎近年来袁管仲镇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要求和人
民群众新期待袁以网格体系重构为抓手袁以优化服务为支
撑袁统筹各类网格资源袁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的服务袁着力
推动基层治理水平的提档升级遥 通讯员 朱缙 朱敬宇

绎为了更好地推动村规民约在农村治理中落实落地尧
发挥作用袁营造文明和谐的人居环境袁近日袁管仲镇开展村
规民约规范守则教育实践活动遥 通讯员 魏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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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公司位于斩龙涧金谷园饭店对面多经楼院
渊1冤1 号门面房袁面积约 32 平米渊2冤2尧3 号门面房
渊特步专卖店冤袁面积约 72 平米渊3冤门面房鸿星尔
克专卖店袁面积 70平米渊4冤斩龙涧老邮政楼门面
房渊波司登旁冤面积约 30平米渊5冤马坝镇沙坝村宁
连路旁一处三层楼面积 644.60 平米袁 院内面积
7176平米渊整体出租冤遥

以上房产现对外公开招租袁 有意向请于 2022
年 12月 16日前报名遥

联系电话院13770440085袁18915173167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江苏省盱眙县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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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瞰管仲镇袁虾稻共生产业基地片片如镜袁百转千回的农村公路迂回在田野阡陌间袁美如画卷遥
近年来袁我县充分发挥乡村道路建设在推动乡村振兴中的先行作用袁积极建设野四好农村路冶袁先后实施了道路升

级改造尧路面拓宽尧道路硬化等工程袁交通优化持续提升遥 不断完善的交通建设也进一步促进盱眙经济发展袁不断提高
人民幸福指数袁为发展农村产业和助力乡村振兴打下坚实的基础遥

一大早袁 管仲镇洪泽湖
水产品交易市场停车场就停
满了大大小小的车袁 来自各
地的客商熙熙攘攘袁 不时和
商户讨价还价袁十分热闹遥 得
益于交通工程的建设袁 管仲
镇洪泽湖水产品交易市场里
的商户们在四通八达的交通
坦途上喜迎八方商客袁 搞活
了水产品的流通袁 带动周边
水产品购销和淡水养殖的发
展袁 探索供应链物流一体化
发展模式袁 促进水产养殖业
生态集约化遥
路网四通八达袁 打通经

济动脉袁带动产业发展袁也为
当地群众提供了致富的新
野门路冶遥 过去袁管仲镇王嘴村
交通极不便利袁 经济发展长
期落后遥2017年袁沿洪泽湖大
道建成后袁 永谊农业等一批
农业龙头企业在这里流转土
地袁 发展规模经营袁 稻虾共
生尧 稻鱼共生等高效农业项
目相继落户袁其中袁稻虾共生
产业规模达 10万亩袁王嘴村
集体经济和村民收入发生了
质的飞跃遥
这些年袁淮河三桥工程尧

235国道明蛤段项目尧环龙泉
湖路老路改造项目等一批批
地方重点工程的建成袁 提升
了干线公路覆盖率曰围绕野善
道盱眙冶农路品牌打造袁我县
投资约 2.27亿元袁 大力实施
农村公路改造工程袁 加速城
乡间人流尧 物流尧 资金流互
动袁铺就百姓野致富路冶遥 交通
网络野内畅外通冶袁推动盱眙
高质量跨越式发展遥

大道通衢，
铺就致富新坦途

出行是老百姓的刚需袁
农村公路是保障农民群众
生产生活的基本要素袁大力
提升农村公路安全和服务
保障能力袁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尧 幸福感才能进一步增
强遥 为倾力打造野河西片区
域中心镇冶袁近年来袁管仲镇
累计投入约 3亿元袁完成了
农村道路提档升级 40 公
里尧 新增道路护栏 3公里尧
新增路灯 1000余盏遥 野路
修得漂漂亮亮的袁 灯装得
好好的袁晚上散步尧走亲访

友尧办事袁都非常方便浴冶管
仲镇崔岗村村民芮海燕高
兴地说道遥

为加快乡村振兴步
伐袁 我县还大力推动农村
客运高质量发展袁 提升农
村出行质量和效率遥 统筹
城市公交尧县乡公交尧镇村
公交尧旅游公交发展袁积极
推动城乡客运一体化建
设曰根据镇村布局尧并村联
组和群众出行需求优化调
整公交运行线路和时段袁
打造普惠便民的出行服务

系统曰 全面推进全域公交
建设袁 确保县乡公交直通
率不低于 80%袁新型农村社
区公交通达率不低于 80%遥
此外袁我县积极推进城

乡物流一体化发展袁加强县
级农村物流中心建设尧镇级
农村物流服务站建设尧村级
农村物流服务点建设尧县域
农村物流信息管理平台建
设袁推进城乡公交代运邮件
快件袁 构筑城乡物资双向尧
高效尧便捷流通通道袁满足
农村群众生产生活需要袁释
放农村消费潜力袁促进城乡
生产消费有效对接遥

畅通无阻，织就民生幸福网

2018年袁 管仲镇农路
办主任戚加信曾站在环洪
泽湖大道上袁 满怀憧憬地
说道院野等两旁的水杉完全
长成袁 这条路将不仅是带
动本地兴旺的产业之路袁
还会成为赏心悦目的景观
之路冶遥 如今袁我县贯彻落
实淮安市委市政府重大战
略决策袁 全县上下凝心聚
力尧聚焦工程进度袁确保大

运河百里画廊盱眙段 2022
年底实现道路贯通袁 彰显
盱眙生态之美尧水韵之美尧
人文之美袁 铺就盱眙高质
量发展的生态路尧景观路尧
产业路和富民路遥

农村公路要建好袁更要
养好尧护好遥为了给村民营造
干净尧优美的道路环境袁一直
以来袁 管仲镇大规模开展人
居环境整治工作袁 清扫路面

垃圾袁 保持街道路面干净整
洁袁美化乡村道路袁提升乡村
风貌遥 野现在道路宽了袁干净
了袁看着也舒服了袁这才是美
丽乡村嘛浴冶管仲镇梁巷村村
民周纪兰说道遥 行驶在盱眙
乡间小路上袁 路边美景随着
车子的位移袁不断变化袁一路
行来袁良田不绝于目袁林木绵
延不断遥这一条条野养在深闺
无人识冶 的最美农村公路却
成为我县打造长三角山水文
化旅游名城的一道风景线遥

至美至洁，绘就美丽乡村新画卷

现将 2022年 12月份符合新增残疾人两项补贴
人员进行公示, 公示时间为 7天袁 从 2022年 12日 8
日至 12月 14日遥 在公示期内袁若有异议可以通过信
函尧 电话或直接到本局反映袁 联系电话院0517-

80911159袁联系地址院盱眙县盱城镇天鹅湖路 8号盱
眙县民政局社会事务福利科袁邮编院211700袁举报邮
箱院2632376983@qq.com.我们将严格履行保密手续袁
保护举报人的各项权益遥 为便于对反映的问题进行

调查核实袁请在反映问题时袁提供具体事实或线索袁并
请提供联系方式袁以便我们将核实情况作出反馈遥

盱眙县民政局
2022年 12月 7日

盱眙县 2022年 12月份残疾人两项补贴新增人员一览表

盱眙县残疾人两项补贴新增人员公示

序号 姓名 性别 补贴类别 残疾类别及等级 住址 补贴金额 备注
1 杨琴 女 低保内残疾 肢体二级 黄花塘镇旧铺社区 229
2 于克群 男 低保内残疾 精神二级 马坝镇东阳村 229
3 李海军 男 低保内残疾 精神二级 穆店镇大桥居委会 229
4 唐华义 男 低保内残疾 精神三级 马坝镇三官村 164
5 张坤 男 低保内残疾 肢体四级 马坝镇东阳村 164
6 刘加荣 女 低保内残疾 肢体三级 河桥社区上郢组 164
7 毛献平 女 一户多残 肢体三级 鲍集镇仙灯村 393
8 曹文景 男 一户多残 肢体四级 马坝镇云山村 393
9 张其兴 男 一户多残 肢体三级 管仲镇双河村 393
10 宋永英 女 一户多残 肢体三级 管仲镇双河村 393
11 栾叶祥 男 一户多残 肢体四级 仇集社区王庄组 393
12 张磊 男 一户多残 听力一级 河桥社区杨郢组 393
13 张严 男 一户多残 肢体四级 河桥社区杨郢组 393
14 郁兴兵 男 一户多残尧护理 听力二级 河桥镇临淮村孙嘴组 553
15 杨开凤 女 一户多残 听力四级 临淮村芦庄组 393
16 孙玉伍 男 一户多残 肢体三级 临淮村芦庄组 393
17 钟文思 女 重残 智力一级 黄花塘镇莲塘社区 655
18 刘飞 男 重残 精神二级 桂五镇六桥村 655
19 芦玉兰 女 重残 肢体二级 淮河镇黄岗村 655
20 魏万成 男 重残 精神二级 桂五镇山洪村 655
21 周韦 男 重残 视力一级 桂五镇高庙社区 655
22 程保江 男 重残 肢体二级 鲍集镇仙灯村 655
23 郑汉英 女 重残 肢体二级 马坝镇云山村 655
24 莫成喜 男 重残 肢体二级 盱城街道城南居委会 655
25 刘志朋 男 重残 肢体二级 天泉湖镇范墩村委会 655
26 卢士洋 男 重残 肢体二级 管仲镇兴隆社区 655
27 杨善新 男 重残 肢体二级 管仲镇红旗村 655

序号 姓名 性别 补贴类别 残疾类别及等级 住址 补贴金额 备注
28 时梅 女 重残 智力二级 管仲镇双河村 655
29 杨行平 女 重残 视力二级 管仲镇双河村 655
30 沈齐芳 女 重残 肢体二级 天泉湖镇杜山村委会 655
31 吴龙敏 女 重残尧护理 智力二级 淮河镇龚庄社区 845
32 杨秀松 男 重残尧护理 肢体二级 淮河镇渡口村 815
33 戚善良 男 重残尧护理 肢体二级 淮河镇渡口村 815
34 谢金兰 女 重残尧护理 视力一级 盱城街道宣化居委会 845
35 金成萍 女 重残尧护理 肢体二级 盱城街道宣化居委会 815
36 高孝云 男 重残尧护理 精神二级 盱城街道城中居委会 845
37 樊德会 男 重残尧护理 肢体二级 盱城街道沙岗居委会 815
38 赵广标 男 重残尧护理 肢体二级 管仲镇双月村 815
39 杨成芳 女 重残尧护理 肢体二级 河桥社区蒋北组 815
40 李小风 男 重残尧护理 肢体二级 龙泉村中心组 845
41 胡兆干 男 重残尧护理 肢体二级 龙泉村中心组 815
42 吴学荣 女 重残尧护理 肢体二级 霖治村耿郢组 815
43 陈廷华 女 重残尧护理 肢体二级 幸福村陆岗组 815
44 刘志琴 女 重残尧护理 智力二级 仇集社区赵郢组 845
45 黄丽 女 护理 多重一级 马坝镇永兴村 160
46 刘长英 女 护理 听力一级 盱城街道宣化居委会 160
47 刘长生 男 护理 听力一级 盱城街道宣化居委会 160
48 张华国 男 护理 视力二级 盱城街道五墩居委会 160
49 王建康 男 护理 精神二级 盱城街道五墩居委会 190
50 李广兵 男 护理 听力一级 盱城街道果园居委会 160
51 蒋蒙蒙 女 护理 听力一级 盱城街道城中居委会 160
52 徐咪咪 女 护理 智力二级 管镇仲梁巷村 190
53 袁浩 男 护理 智力一级 管仲镇管仲社区 190
54 金红艳 女 护理 听力一级 河桥镇演法村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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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同志同我们永别了。他的英名、

业绩、思想、风范将永载史册，世世代代铭刻

在人民心中。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

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踔厉奋发、勇毅

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

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新华社北京 12月 6日电 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公
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袁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袁伟
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尧政治家尧军事家尧外交家袁久经考验的
共产主义战士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袁
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袁野三个代表冶 重要思想的
主要创立者江泽民同志与世长辞袁 在全国各族人民心中引
起无限悲痛遥 6日上午袁中共中央尧全国人大常委会尧国务院尧
全国政协尧 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江泽民同志追
悼大会遥习近平尧李克强尧栗战书尧汪洋尧李强尧赵乐际尧王沪宁尧
韩正尧蔡奇尧丁薛祥尧李希尧王岐山等参加大会遥 大会通过全
国广播电视尧新闻网站现场直播遥 举国上下袁各族人民沉痛
悼念江泽民同志遥

中共中央总书记尧国家主席尧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追
悼大会上致悼词时强调袁我们爱戴江泽民同志袁怀念江泽民
同志袁是因为他把毕生心血和精力都献给了中国人民袁为争
取民族独立尧 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尧 人民幸福鞠躬尽
瘁尧奋斗终身遥 特别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 13年党和
国家取得的巨大成就袁 同江泽民同志的雄才大略尧 关键作
用尧高超政治领导艺术是分不开的遥 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
建立了不朽功勋袁 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

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遥
今天袁全国下半旗志哀袁停止一切公共娱乐活动遥 追悼

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大礼堂举行遥会场庄严肃穆遥主席台以银
灰色为底色袁 台口上方悬挂黑底白字横幅院野江泽民同志追
悼大会冶遥 主席台正中悬挂着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彩色遗像遥
江泽民同志的骨灰盒安放在遗像前的鲜花翠柏丛中袁 骨灰
盒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遥 江泽民同志的夫人
王冶坪率全家敬献的花篮摆放在江泽民同志的骨灰盒前遥 6
名礼兵持枪肃立袁守护在两旁遥

主席台两侧摆放着习近平尧李克强尧栗战书尧汪洋尧
李强尧赵乐际尧王沪宁尧韩正尧蔡奇尧丁薛祥尧李希尧王岐山尧
胡锦涛等同志和中共中央尧全国人大常委会尧国务院尧全国
政协尧中央军委尧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尧最高人民法院尧最高人
民检察院敬献的花圈遥

大礼堂二楼眺台悬挂的黑底黄边白字横幅上写着院野全
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的江泽民同志永垂不朽浴 冶三
楼眺台悬挂的黑底黄边白字横幅上写着院野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袁继承江泽民同志的遗志袁把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浴 冶

主席台下两侧摆放着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尧 各人民

团体尧解放军各单位和武警部队袁中管金融机构尧中管企业袁
各民主党派中央尧全国工商联袁各省区市党委尧人大尧政府尧
政协袁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尧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袁以及
江泽民同志家乡尧生前友好等敬献的花圈遥

追悼大会由蔡奇主持遥上午 10时整袁追悼大会开始遥全
场肃立袁默哀 3分钟遥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起低回的哀
乐袁哀乐声通过现场直播传遍大江南北遥 神州大地袁举国同
悲袁亿万人民肃立默哀遥 汽车尧火车尧轮船等汽笛齐鸣袁防空
警报响彻云霄遥

默哀后袁人民大会堂奏响庄严的国歌遥 雄壮的旋律袁表
达着亿万人民共同意志院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袁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袁为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尧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
奋斗遥

在全场凝重的气氛中袁习近平致悼词遥 习近平在悼词
中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光辉的一生和建立的丰功伟绩遥
他指出袁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党的十六大的 13年中袁
国际形势风云变幻袁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进程波澜壮阔遥 在国际国内十分复杂的形势下袁江泽民同
志带领党的中央领导集体袁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尧毛泽东

思想尧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袁紧
紧依靠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袁坚定不移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遥江泽民同志深刻洞察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发
展趋势袁主持制定了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袁强调要推进中
国特色军事变革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袁加强
人民军队革命化尧现代化尧正规化建设遥在江泽民同志亲自
领导和大力推动下袁我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
大成就遥江泽民同志集中全党智慧创立了野三个代表冶重要
思想袁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尧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的问题袁创造性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尧怎样建设党的问
题袁深化了我们对新的时代条件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尧加强党的建设的规律的认识袁以新的思想尧观点尧论
断袁继承尧丰富尧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尧毛泽东思想尧邓小平
理论遥

习近平指出袁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 13年中袁江泽民
同志领导我们从容应对一系列关系我国主权和安全的国际
突发事件袁战胜在政治尧经济领域和自然界出现的困难和风
险袁特别是领导我们成功抵御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尧战胜 1998
年特大洪涝灾害等袁 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的航船始终沿着正确方向破浪前进遥

习 近 平 致 悼 词
李克强栗战书汪洋李强赵乐际王沪宁韩正丁薛祥李希王岐山参加追悼大会 蔡奇主持大会

同志们袁朋友们院
今天袁我们在首都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追悼大会袁极其沉痛地

悼念敬爱的江泽民同志遥
此时此刻袁大江南北袁长城内外袁全国各地的党政机关尧企事业

单位尧乡村尧学校尧部队尧街道社区的广大人民群众袁我国驻外使领馆
及其他驻外机构人员袁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尧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
和台湾同胞以及海外侨胞袁也都同我们一道袁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
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袁寄托我们的哀思遥

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袁为失去了江泽民同志这样一位伟大人
物感到无限悲痛袁世界各国人民尧各国领导人和各方面国际友人也
表示深切哀悼遥

江泽民同志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
卓越领导人袁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袁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尧政治
家尧军事家尧外交家袁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袁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袁野三个代
表冶重要思想的主要创立者遥

我们爱戴江泽民同志袁怀念江泽民同志袁是因为他把毕生心血
和精力都献给了中国人民袁为争取民族独立尧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
富强尧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尧奋斗终身遥特别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
后 13年党和国家取得的巨大成就袁同江泽民同志的雄才大略尧关键

作用尧高超政治领导艺术是分不开的遥 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
了不朽功勋袁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
泛赞誉浴

同志们尧朋友们浴
江泽民同志从青少年时代起就立志追求真理袁积极投身人民革

命运动的洪流遥 他是江苏省扬州市人袁1926年 8月出生在爱国知识
分子家庭袁从小接受爱国主义思想和民主革命思想的启蒙遥 1943年
冬袁 他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的爱国进步学生运动袁1946年 4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袁从此把毕生精力献给了党和人民遥

新中国成立后袁江泽民同志先后在企业尧科研单位尧国家部委工
作袁在每个岗位上他都尽职尽责尧艰苦努力袁把火热年华献给了社会
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袁在改革开放方面做了大量开拓性工作遥 在党
的十二大上袁他当选为中央委员遥

1985年后袁江泽民同志任上海市市长袁上海市委副书记尧书记遥
他领导制定上海经济发展规划和城市建设规划袁 提出在 20世纪末
把上海建设成为开放型尧多功能尧产业结构合理尧科学技术先进袁具
有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的发展方针袁强调把浦东建设成
为国际化尧枢纽化尧现代化的世界一流新市区袁积极推进为民办实事
制度化袁为开创上海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作出了
突出贡献遥 在党的十三届一中全会上袁

在江泽民同志追悼大会上的悼词
（2022 年 12 月 6 日）

习近平

12月 6日袁中共中央尧全国人大常委会尧国务院尧全国政协尧中央军委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江泽民同志追悼大会遥 中共中央总书记尧国家主席尧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追悼大会上致悼词遥

新华社记者 庞兴雷摄

12月 6日袁中共中央尧全国人大常委会尧国务院尧全国政协尧中央军委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
举行江泽民同志追悼大会遥 新华社记者 丁海涛摄

12月 6日袁中共中央尧全国人大常委会尧国务院尧全国政协尧中央军委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江泽民同志追悼大会遥 习近平尧
李克强尧栗战书尧汪洋尧李强尧赵乐际尧王沪宁尧韩正尧蔡奇尧丁薛祥尧李希尧王岐山等参加大会遥 新华社记者 鞠 鹏摄

江泽民同志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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