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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子晚报讯（记者 耿联）百年奋
斗历程史册长存，新的蓝图展开壮美
画卷。7月1日下午，江苏省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座谈会暨“两优
一先”表彰会议在宁举行。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娄勤俭发表讲话，
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
向坚定前行，奋力书写“强富美高”新
江苏建设的现代化篇章，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省委副书记、省长吴政隆主持会
议，省政协主席黄莉新、省委副书记张
敬华出席。

会议开始时，全体起立，齐声高唱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会议宣读了
中共江苏省委关于表彰全省优秀共产
党员、全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省先
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在热烈喜庆的
氛围中，受表彰的省“两优一先”代表
上台领奖。

娄勤俭在讲话中说，今天上午党
中央隆重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
讲话，庄严宣告我国实现了第一个百年
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
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
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迈进。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饱含着中国
共产党人深厚的历史情怀、豪迈的时代
自信，激扬着中国共产党人高远的理想
信念、不懈的奋斗精神，是新时代中国
共产党人的政治宣言、全国人民奋斗
前行的领航灯塔、朝着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迈进的行动号角。

娄勤俭说，翻开风云激荡的百年
史册，江苏篇章熠熠生辉。在开天辟
地的革命年代、改天换地的社会主义
革命和建设时期、翻天覆地的改革开
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江
苏各级党组织团结带领全省人民不怕
牺牲、英勇斗争，自强不息、矢志奋斗，
勇于创新、攻坚克难，推动江苏面貌发
生沧桑巨变，在救国兴国富国强国的
伟大征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
重要贡献。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时代，江苏各级党组织团结带领
全省人民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总书记对江苏工
作的系列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坚决落实
党中央决策部署，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对
标新思想解放思想、统一思想，以极大
的战略定力推进布局优化、结构调整、
转型升级，以深厚的为民情怀做好保障
和改善民生工作，突破了一系列难题，
办成了一系列大事，在危机中育新机、
于变局中开新局，取得了高质量发展的
巨大成就。在这建党100周年的喜庆
时刻，我们自豪地宣布，江苏高水平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圆满交出了“强富美
高”新江苏建设的小康答卷，江苏发展
和人民生活水平跨上了新的台阶！江
苏人民与全国人民一道，踏上了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
娄勤俭指出，江苏发展的生动实

践，充分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的巨大优越性，充分展现了江苏服
务全国大局的责任担当，充分展现了
江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迸发出的创新
创造精神。此时此刻，我们更加为我
们伟大的党感到自豪，更加深切怀念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深切怀念为
建立、捍卫、建设新中国英勇牺牲的革
命先烈，深切怀念为改革开放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英勇献身的革命烈
士，我们不会忘记一代又一代为江苏
改革发展建设无私奉献的共产党员、
英雄模范，我们更要向8000多万江苏
人民致以崇高敬意，向江苏历任老领
导、老同志，向全省各条战线为江苏发
展贡献智慧力量的广大工人、农民、知
识分子、干部、驻苏解放军指战员、武
警部队官兵、公安干警和消防救援队
伍指战员，向全省各族人民、各民主党
派、各人民团体、各界爱国人士致以诚
挚问候。

娄勤俭强调，党中央和习近平总
书记始终对江苏现代化建设寄予厚
望，全省党员干部要牢记谆谆嘱托，把
已有的成就当作事业新的起跑线，从
党的百年辉煌历史中汲取奋斗伟力，
紧紧围绕“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
前列”重大使命，团结带领全省人民在
现代化新征程上继往开来、奋勇前进，
不断谱写“强富美高”建设的新篇章。

娄勤俭说，青年始终是全社会最活
跃、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我们要
立足党的事业薪火相传、着眼江苏未来
发展，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更加重视青
少年工作，为青少年成长创造良好条件，
为社会主义事业培养可靠接班人。新时
代江苏青年要把个人奋斗融入党和人民
事业、融入“强富美高”新实践，在现代化
新征程上书写青春、建功立业。

娄勤俭强调，全省共产党员要坚
决响应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牢记初
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党的宗
旨，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风雨
同舟、同甘共苦，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努力为党和
人民争取更大光荣。

吴政隆说，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
大党员干部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重大政治任
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
推动工作，弘扬光荣传统，赓续红色血
脉，传承和发扬伟大建党精神，始终牢
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党的
宗旨，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向往，以实际行动实际成效诠释对党
忠诚、做到“两个维护”。要牢记总书
记谆谆嘱托和殷切期望，胸怀“两个大
局”、心怀“国之大者”，立足新发展阶
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
局，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先进典型
为标杆，勇于担当、积极作为，更好履
行“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光
荣使命，奋力谱写“强富美高”新江苏
建设现代化新篇章，在新征程上努力
创造不负革命先辈期望、无愧于历史
和人民的新业绩。

张家港市委书记潘国强，沭阳县
委书记彭伟，中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薛济萍，省优秀共产
党员代表、南京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
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沈树忠，省
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常州市新北区
西夏墅镇东南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
主任兰红娟，省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
江苏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夏平在会
议上作了交流发言，畅谈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体会和感受，表达
了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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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力书写好“强富美高”
新江苏建设的现代化篇章
我省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座谈会暨“两优一先”表彰会议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体彩大乐透
开出1注1800万

6月30日开奖的体彩
大乐透，为国家筹集彩票
公益金1.04亿元。当期，
全国开出 1注 1800 万元
追加一等奖。目前，大乐
透奖池7亿余元，7月3日
将迎来第21075期开奖。

手机订阅中奖号
开奖荐号早知道

■订“体彩天下”看所有
体彩中奖号:移动发 88 到
1065877809(2 元/月);联通
发88到10655818。

■订“福彩赢家”看所有
福彩中奖号:移动发 88 到
1065877808(2 元/月);联通
发66到10655818。

体彩·情报站

55 88
每日彩讯每日彩讯
MEI RI CAI XUN

福彩“双色球”（第2021073期）
红色球号码：1 6 18 22 24 25
蓝色球号码：8
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额
一等奖 4注 9536636元
二等奖 83注 273291元
三等奖 1329注 3000元

福彩“15选5”(第2021172期)
中奖号码：2 4 10 12 14
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额
特别奖 0注 0元
一等奖 136注 1391元
二等奖 4280注 10元

福彩3D(第2021172期)
中奖号码:2 7 6
奖等奖等 江苏中奖注数江苏中奖注数 每注金额每注金额
单选单选 482482注注 10401040元元
组选组选33 00注注 346346元元
组选组选66 19161916注注 173173元元
11DD 127127注注 1010元元
22DD 4949注注 104104元元

本期投注总额本期投注总额 237237万元万元。。

福彩“刮刮乐”
2021年 6月 30日江苏中奖注数

176888注，中奖金额3335463元。
体彩“7位数”（第21098期）
中奖号码：6 4 2 0 1 1 5
奖等 本地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特等奖 0注 0元
一等奖 4注 7890元
二等奖 28注 2254元

体彩“排列3”(第21172期)
中奖号码中奖号码::77 55 77
奖等奖等 本地中奖注数本地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每注奖金
直选 3397注 1040元
组选3 3318注 346元
组选6 0注 173元

体彩“排列5”(第21172期)
中奖号码中奖号码::77 55 77 22 77
奖等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一等奖 279注 100000元

福彩“快乐8”(第2021172期)
中奖号码中奖号码::1616 2424 2525 2626 3434 3535 4343
4646 4747 4949 5252 5555 6464 6565 7171 7272
7373 7676 7878 7979

（彩票开奖信息最终结果以彩票中
心开奖公告为准。）

受表彰的省“两优一先”代表上台领奖 肖勇 张筠摄

■新闻链接
中共江苏省委关于

表彰江苏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
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

（2021年6月22日）
近年来，全省广大党员和各级党组织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
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担当
进取、奋发有为，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走在前
列、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实践中
取得了显著成绩，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共产
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
织。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
际，为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推
动党史学习教育深入开展，激励全省广大
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更加自觉投
身“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省委决定，授予
王锦尧等100名同志“江苏省优秀共产党
员”称号，授予孙金娣等100名同志“江苏省
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授予国网江苏省电
力有限公司南京供电分公司配电运检室石
城共产党员服务队党支部等100个基层党
组织“江苏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希望受表彰的先进个人和集体珍惜
荣誉，戒骄戒躁，再接再厉，再立新功。
省委号召，全省共产党员和各级党组织
要以先进典型为榜样，更加紧密地团结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团结带领全省人民进一步
解放思想、开拓创新、群策群力、真抓实
干，切实扛起“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
前列”的重大使命，充分凝聚起开启新征
程、建设新江苏的磅礴力量，以优异成绩
庆祝建党 100
周年，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
作出新的更大
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