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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的蓝天白云映衬着鲜艳的五星红旗。走在台城的各大主干道，一面面崭新的五星红旗悬挂两侧，处处洋溢着“中国红”。记者 刘进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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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国庆放假,本报 10 月 3 日至 10 月 7 日休刊，

10月 8日正常出报,敬请关注。

本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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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戴海波）鲜花献英烈，
哀思祭忠魂。9月30日是第九个国家烈
士纪念日，当天上午，向革命烈士敬献花
篮活动在三仓烈士陵园隆重举行。市委
书记商建明，代市长李杰，市人大常委会
主任周爱东等市四套班子领导与社会各
界代表一起，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缅怀
革命先烈不朽功绩，颂扬革命先烈崇高
精神，共同表达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继往开来、接续
奋斗，坚决扛起“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
在前列”使命担当，奋力绘就“四个东台”
建设新画卷。

烈士忠魂千秋在，英雄浩气万古
存。三仓烈士陵园内，松柏苍翠，草木葱
茏，蓝天白云映衬着巍峨高耸的烈士纪
念碑，陈毅元帅书写的“立德立功，永垂
不朽”八个镏金大字刚劲有力、熠熠生
辉。

市四套班子全体领导同志，市法院
院长、市检察院检察长；市委各部委办、
市各委办局主要负责同志，各镇（区、园）
党（工）委书记；烈士遗属、老战士代表、
东台最美退役军人、驻东部队官兵代表、
新婚夫妇代表、学生代表以及基层群众
等，列队在纪念碑前静默肃立。

9时整，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仪式正
式开始。仪式由李杰主持。

伴随着雄浑高亢的《义勇军进行曲》
旋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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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献身的烈士们默哀。默哀毕，少先队员面向烈士纪念碑献唱《我们是共产
主义接班人》。

深情的《献花曲》中，八名礼兵稳稳抬起由中共东台市委、市人大常委
会、市政府、市政协敬献的四只花篮，缓缓走向革命烈士纪念碑，将花篮敬
放到纪念碑前，寄托着东台社会各界对革命先烈的崇高敬意，承载着百万
儿女对祖国母亲的无限热爱。商建明缓步登上纪念碑基座来到花篮前，
仔细整理缎带。5对新婚夫妇代表向纪念碑敬献鲜花。

随后，参加敬献花篮活动的领导同志和各界代表缓步绕行一周，满怀
崇敬瞻仰革命烈士纪念碑，立志要学习他们无怨无悔的牺牲精神、百折不
挠的战斗精神和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坚守初心、砥砺奋进，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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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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
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
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
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
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获得者代表、北
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突出贡献集体和
突出贡献个人代表，首都各界群众
代表等参加了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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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广大市民群众监督节日期间作风建设
举报电话：85266793

本报讯（记者 唐雅）9 月 30日
上午，经济开发区组织公安、安监、
市场等相关职能部门开展节前安
全生产专项检查。

检查组一行首先来到中玻特种
玻璃有限公司，察看企业安全生产
责任制落实情况，并仔细询问安全
风险点在哪里，详细了解生产工艺
和生产流程。在市幼儿园范公路

分园，现场了解幼儿园人员配备情
况，认真检查园内消防安全设施配
备、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房屋建筑
安全隐患排查等工作。检查组还
深入到城北新寓小区、中南城购物
中心、富新安置区三期项目现场，
详细检查了企业安全生产是否存
在隐患、消防设施是否完善、安全
管理制度是否落实等情况。

经济开发区开展
节前安全生产检查

本报讯（记者 刘晓雨）9 月 29
日，市纪委组织全市纪检监察干部
集中观看学习江苏“时代楷模”朱
陈同志先进事迹宣传片。朱陈为
人师表、为民服务、为党分忧的感
人事迹和优秀品德，在全市纪检监

察干部当中产生强烈反响。
朱陈生前系盐城市纪委监委第

九监督检查室主任。今年2月2日凌
晨因连续工作，劳累过度，突发疾病，
不幸因公牺牲，年仅45岁。近日，中
共江苏省委宣传部追授朱陈同志为

江苏“时代楷模”，并在全省广泛开展
向朱陈同志学习的活动。

大家一致认为，朱陈用生命践
行入党誓言、用奋斗书写人生篇
章，是全省纪检监察干部的优秀代
表，是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的学习榜

样，是忠实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先进典型。
大家纷纷表示，要以先进为榜样，
进一步振奋精神、凝聚力量，敢为
善为、奋发有为，为“四个东台”建
设贡献纪检监察力量。

时代楷模朱陈先进事迹引起强烈反响

本报讯（记者 戴海波）9月 30
日下午，在收听收看省委常委会会
议后，盐城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
召开，围绕省委工作部署，对国庆
假期和今后一段时期疫情防控、安
全稳定、民生保障等工作进行再细
化再落实，全力营造良好环境，迎
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盐城市
委书记徐缨主持并讲话。会议以
视频形式召开，我市市委书记商建
明在盐城主会场参加，代市长李
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爱东在我
市分会场收听收看。

会议强调，为党的二十大胜利
召开营造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国
泰民安的社会环境、风清气正的政
治环境，是全市上下的重大政治责
任。全市各层各级党员领导干部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党
中央“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
展要安全”重大要求，按照省委常
委会会议部署要求，高效统筹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
安全，严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隐
患，更好维护政治安全、社会安定

和人民安宁，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
二十大胜利召开。

会议指出，国庆长假将至，党
的二十大召开在即，各地各部门要
保持高度警醒，时刻绷紧安全稳定
之弦。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忠诚拥护

“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
护”，确保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
作要求在盐城不折不扣得到贯彻
落实。要激发“勇挑大梁”的精气
神，敢挑“最难最重的担子”，确保
疫情不失控、经济不失速、安全不
失守，做到守土尽责。将严细实的
作风贯穿工作全过程各方面，以

“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坚决消
除各类风险隐患，真正让组织和群
众“放得下心”。

会议强调，要突出问题导向，
坚决守住安全稳定防线。增强“隐
患无处不在，成绩每天归零”危机
意识，认真组织“回头看”，深入摸
排、切实整改重点行业领域问题隐
患。在疫情防控上要“绷紧弦、防
在前、早发现、快处置”，严格落实

“落地检”，推进学生、渔民、来盐返

盐人员等重点人群“应检尽检”，加
强人群密集场所管理，压紧压实

“四方责任”，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
性疫情的底线。在安全生产上要
一体推进安全生产大检查、专项整
治三年行动和百日攻坚行动，补齐
安全监管漏洞盲区，全面整治交通
运输、化工及危化品、城镇燃气、消
防等领域安全隐患，强化应急救援
准备，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在
信访稳定上要持续强化风险排查，
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兜牢民生
底线，认真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
制，确保问题处置在早、消除在
小。大力弘扬“马上办、办上马”作
风，早入手、快落实，以最快速度将
决策部署落细落实落到位。

会议指出，安全稳定是一切工
作的前提，各地各部门要坚持动真
碰硬，切实扛起安全稳定责任。坚
决克服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
心理、松劲心态，以极端负责态度
和敢为善为担当，切实扛起“保一
方平安、护一方稳定”的政治责
任。常态化开展明察暗访，补齐短
板弱项，确保日办日结、闭环管理、

举一反三。严格24小时值班值守
制度，在岗在位在状态、尽心尽力
尽责任，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见效。

盐城会议结束后，我市随即召
开续会，部署落实当前重点工作。
会议要求，各镇区、各部门要高效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
筹发展和安全，抓细抓实各项工
作，营造安全稳定社会环境。要倡
导节日“就地过”，严格执行“落地
检”，扎实开展“重点检”，高效推进

“筛查检”，控制规模“防集聚”，常
态督查“压责任”，扎实做好疫情防
控。要夯实安全生产基础，压紧压
实各方责任，狠抓问题隐患整改，
强化重点行业监管，严防各类事故
发生。要落实各项救助政策，全力
稳物价保供应，着力办好民生实
事，保障困难群众生活。要全力维
护政治安全，压紧压实工作责任，
扎实化解矛盾纠纷，维护和谐稳定
局面。要强化值班值守和应急处
置，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护稳
定。

张志东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在
我市分会场收听收看。

盐城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
我市设分会场收听收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