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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耿 联）4月
24 日至 25 日，长江大保护（南
京）现场推进会议在宁举行，省
委书记娄勤俭在会上强调，要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系列重
要讲话指示精神，进一步增强
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
责任感紧迫感，突出问题导向，
坚持系统推进，坚决打好长江
生态保护修复攻坚战，努力把
长江江苏段建成生产发展、生
活富裕、生态优良的高质量发
展典范。省委副书记、省长吴
政隆主持会议并讲话。

娄勤俭指出，近年来省委、
省政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
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重要讲话指
示精神，把江苏长江经济带共
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作为坚
定“四个意识”、践行“两个维
护”的具体行动，摆在压倒性位
置来抓，取得了阶段性积极成
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成为普
遍共识，共抓大保护格局基本
形成，沿江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重化围江”难题取得实质性突
破，高质量发展成效逐步显现，
引领支撑作用持续增强。

娄勤俭强调，当前，长江生
态环境保护正处在压力叠加、
负重前行的关键期，应当清醒
认识到治疗长江的“病”只是迈
出了一小步，江苏沿江主要污染
物排放、生态系统功能退化、环
境风险隐患等问题仍然比较突
出，我们一定要坚持问题导向，
全面把握“长江病了”的深刻涵
义，进一步增强推动长江经济
带高质量发展的责任感紧迫
感。在看到问题的同时，更要深
刻认识到长江生态环境之“病”，
本质是发展方式之“病”、发展理
念之“病”，解决突出问题、抓好
长江大保护，唯一正确的选择是
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江苏责
任重大、责无旁贷。长江江苏
段的“病”不治好，整个长江就
谈不上健康；江苏沿江环境质量
没有根本性改善，▶下转 6 版

娄勤俭在长江大保护

（南京

）现场推进会议上强调

认真落实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要求把长江江苏段建成高质量发展的典范

吴政隆主持会议并讲话

一种理念之所以应者云集，是因
为它引发了并肩偕行、逐梦未来的时
代共鸣。

“我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
实现共赢共享发展。”

2013 年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着眼人类发
展未来，提出共建“一带一路”重大合
作理念，契合了人类追求幸福生活的

美好愿景，开启了世界共同繁荣发展
的崭新征程。

顺浩荡潮流，行天之大道。近
6 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已完成夯
基 垒 台 、立 柱 架 梁 ，转 入 落 地 生
根、开 花 结 果 的 全 面 推 进 阶 段 ，成
为 广 受 欢 迎 的 国 际 公 共 产 品 ，在
历 史 时 空 中 镌 刻 下 深 深 的 中 国 印
记⋯⋯

东方风来——引领发展之路

3 月 23 日，意大利罗马，“永恒之
城”见证重要时刻。

习近平主席 2019 年首次出访期
间，中国同意大利签署关于共同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意大
利也成为七国集团中首个签署这一合
作文件的国家。 ▶下转5版

东 风 万 里 绘 宏 图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纪实

24 日至 25 日召开的长江大保护
（南京）现场推进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
系列重要讲话指示精神，总结前一段工
作的进展和成效，对抓好沿江环境问题
整改和生态修复、优化沿江产业布局、
打造标志性示范工程等作出部署。会
议既是“回头看”，也是“擂战鼓”，坚
定了全省上下保护长江生态环境的信
心决心，更增强了责任感紧迫感。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推
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是
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江
苏是长江经济带的重要一员，抓好长
江大保护，责任重大、责无旁贷。当
前，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正处在压力
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应当清醒

认识到，“共抓大保护”只是迈了一小
步，成绩还是初步的，习近平总书记
所讲的“长江病了”还没有根本性好
转。长江生态环境之“病”，从根子上
来说，是发展方式之“病”，发展理念
之“病”。无论是从中央通报的具体
问题看，还是从我省最近发生的重
大事故看，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一
些地方、一些干部口头上说要转变发
展方式、落实新发展理念，但做起来
仍然是涛声依旧、跳不出老路，根本
原因还在于“先污染后治理”的旧观
念并没有彻底转变，“追求快出政绩、
以环境换增长”的政绩观并没有完全
破除，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能力并没有增强，归根到底是新发
展理念没有真正确立、自觉践行。

▶下转6版

坚决打好长江大保护攻坚战
本报评论员

本报讯 （记者 顾 敏）“五一”
将至，为营造清正廉洁的过节氛围，
坚决防止“四风”反弹回潮，省纪委
监委 25 日通报近期查处的 6 起违
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连云港市供销合作总社党委委
员、副主任徐同道在组织该市供销
合作社系统培训时，安排工作人员
将 45 人的培训班虚报为 200 人，套
取上级培训资金 3.1 万元，用于违
规吃喝及发放礼品。去年 8 月，徐
同道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2014 年至 2018 年，丹阳市地
震局原党组书记、局长夏洪在担任
丹阳市延陵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和
市地震局党组书记、局长期间，多
次违规收受他人所送香烟票、购
物卡等，折合人民币 2.1 万元。夏
洪还存在其他违纪问题。今年 1
月，夏洪受到留党察看 2 年、政务
撤职处分。

2018 年 9 月，扬州市邗江区政
府办公室副主任葛扣兵、区政府征
收办原主任、区房管局原党组成员
李光春组织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违
规接受某建设项目施工方宴请，在
企业食堂用餐饮酒。今年 3 月，葛
扣兵、李光春分别受到党内严重警
告处分，其他违规接受宴请人员均
受到相应处理。 ▶下转9版

我省通报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不收敛不收手一律从严从重处理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徐矿集团
今年一季度实现“开门红”，各项指
标好于预期：生产原煤 841 万吨、甲
醇 21 万吨，发电 21 亿度；实现利润
2.78 亿元，同比增长 32%；上缴税费
9.39 亿元，同比增加 1.87 亿元，增幅
24.87%。

徐矿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冯兴
振说，近两年来，徐矿面对资源枯竭、
发展不前、负担沉重等困境，确立了
以煤电化为主体产业、以盘活存量资
源和无形资源为两翼支撑的“一体两

翼”战略总布局，以满怀对党的忠诚
举旗定向，以满眼都是资源的理念经
营企业，以满满正能量凝聚人心，以
满眼都是人才的理念选人用人育人，
以满腔家国情怀造福职工，着力答好

“现实三问”，初步走出了艰难困境，
企业从稳下来走出来向好起来强起
来稳健迈进。

矿关了，人怎么办？
服务外包安置职工近万人

近日，徐矿集团旗下庞庄矿成功

签订山西平朔芦家窑煤矿服务外包
二期合同，合同期限为 10 年，预计可
开采煤炭3000万吨。

这是徐矿推进服务外包产业签
下的又一大单。

自 2015 年以来，因煤炭资源枯
竭，徐矿集团在徐州矿区共有 6 对矿
井关闭、790 万吨产能退出，涉及职
工 2.1 万人。矿关了，人怎么办？随
着一对对矿井的陆续关闭，这个问题
一度成为徐矿集团亟需解答的“现实
之问”。 ▶下转7版

徐矿答好“现实三问”保障全省能源安全

人员包袱成“财富”废弃矿区变“金山”

25 日，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江
苏调查总队召开一季度经济运行新
闻发布会。今年一季度，全省经济运
行开局平稳，积极因素不断累积，呈
现出“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稳中向
好”的发展态势。

一 季 度 ，全 省 实 现 生 产 总 值
22883.8 亿元，同比增长 6.7%。第一
产业增加值 519.5 亿元，同比增长
0.4%；第二产业增加值 9883.2 亿元，
增长 6.6%；第三产业增加值 12481.1
亿元，增长7%。

农业生产基本稳定，种植结构稳

中调优，全省农业（种植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 2.6%。蔬菜生产稳定，面积和
产量同比持平；生猪出栏665.7万头，
下降 8.5%；家禽出栏 1.2 亿只，同比
下降 2.8%；水产品产量 111.3 万吨，
同比下降2.5%。

工业生产稳中向好，新兴行业加
快发展。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5.3%。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
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5.9%和
5.6%，快于规模以上工业0.6个和0.3
个百分点。新产品产量增长迅猛，稀土
磁性材料产量增长 58.4%，新能源汽

车增长 56.5%，城市轨道车辆增长
50%。3月份，全省制造业采购经理指
数达49.5%，为近7个月的最高点。

服务业增长较快。全省服务业增
加值增速高于 GDP 增速 0.3 个百分
点，占GDP比重提升至54.5%。3月末，
全省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15.2万
亿元，同比增长12.1%；金融机构人民
币贷款余额 12.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5.2%。一季度，全省公路客货运总周
转量增长2.8%，铁路客货运总周转量
增长3.4%，机场旅客吞吐量、货邮吞吐
量分别增长14.7%、6.9%。▶下转7版

总体平稳 稳中有进 稳中向好

一季度全省GDP同比增长6.7%

习近平分别会见出席“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部分国家领导人

新华社北京 4 月 25 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 25 日在人民大会堂同蒙
古国总统巴特图勒嘎举行会谈。

习近平指出，中蒙山水相连，是
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当前，两国
关系进入快车道。中方将秉持亲诚
惠容理念，继续积极支持蒙古国经济
发展和民生改善，同蒙方一道，牢牢
把握正确政治方向，统筹规划推进全
方位合作，做互尊互信的战略伙伴、
互利互惠的合作伙伴、常来常往的友
好伙伴、互帮互助的多边合作伙伴，
努力构筑符合时代要求的中蒙关系，
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加强政治引
领和战略沟通，保持高层和各领域交
往，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要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同“发展
之路”对接，推动中蒙俄经济走廊建
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努力优化贸
易结构，深挖合作潜力。要加强边境
口岸交流，建设共同发展繁荣的边

界，为双方贸易和人员往来提供更多
便利。要围绕今年中蒙建交 70 周年
举办人文交流活动。要加强在国际
和地区事务中的沟通协调，共同维护
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中国家利益。

巴特图勒嘎表示，发展同中国长
期睦邻友好和互利合作的伙伴关系，
是蒙古坚定优先的外交方针。蒙古
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和
西藏都是中国的一部分，涉及台湾和
西藏的事务都是中国内政。值此蒙
中建交 70 周年之际，蒙方愿同中方
共同规划好两国未来关系发展方向
和目标，做好“发展之路”倡议同“一
带一路”倡议的对接，加强贸易、电
力、农牧业、基础设施建设、民航等领
域合作，合力推进蒙中俄经济走廊建
设。蒙方赞赏中方在维护朝鲜半岛
和平稳定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
中方加强在地区事务中的协调。

会谈后，两国元首还共同见证了
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和“发展之路”

倡议对接合作规划等双边合作文件
的签署。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
门外广场为巴特图勒嘎举行欢迎仪
式。丁薛祥、杨洁篪、蔡达峰、王毅、
杨传堂、何立峰等参加。

新华社北京 4 月 25 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 25 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

习近平指出，2016 年中塞建立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双方各领域
合作稳步推进，政治互信更加牢固，
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塞尔维亚
是共建“一带一路”重要沿线国家，双
方要深化互利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
民。双方要密切人文交流互鉴，促进
民心相通，加强多边领域国际合作，
共同维护多边主义，促进世界和平与
发展。

武契奇表示，热烈祝贺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中国的成功发
展为塞尔维亚提供了有益借鉴。塞

方坚定支持并积极参加“一带一路”
合作，这一倡议正在为塞尔维亚和世
界各国人民带来福祉。中方援建的
斯梅代雷沃钢厂等重点合作项目有
力促进了塞尔维亚的经济发展。作
为中国的铁杆朋友，塞尔维亚将同中
国继续在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问题上相互理解和支持。

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共
建“一带一路”等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参
加会见。

新华社北京 4 月 25 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 25 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
肯尼亚总统肯雅塔。

习近平指出，不到一年内我同总
统先生三次会面，体现了中肯关系的
战略性和高水平。中方赞赏总统先
生多次公开驳斥对中肯、中非合作
的不实指责。肯尼亚是较早同中方
签署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的
国家。 ▶下转10版

本报讯 （记者 方思伟） 4月23
日至25日，辽宁省政协主席夏德仁一
行来我省，就“苏辽两省政协如何开
展对口合作”“以创新为引领建设制
造业强省”进行调研考察。省政协主
席黄莉新参加调研座谈并陪同考察。

在 23 日下午召开的座谈会上，
黄莉新简要介绍我省经济社会发展
和省政协有关工作情况后说，深入推
进东北振兴、加强对口合作是党中央
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建立对口合
作机制，为两省拓宽发展空间带来了
新契机，为产业转型升级开辟了新路
径。近年来，江苏省委、省政府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按照中央部署要求，高
度重视、务实推动苏辽对口合作取得
积极进展。江苏深入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着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
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大力发展智
能制造产业，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产
业集群，积极营造创新创业创造良好
生态，努力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为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提供有力
支撑。希望两省政协进一步加强交
流合作，促进两地共同开创高质量发
展新局面。

夏德仁说，建设现代化经济体
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关键在制
造业， ▶下转7版

辽宁省政协来我省调研考察
夏德仁黄莉新参加

江苏油田在金湖县境内有油水井622口，采油过程中不让一滴废液落地，不破坏一片草场，形成“水乡油田”特有的
环保模式。图为25日，采油二厂高集采油管理区航拍的“绿色油田”画面。 陈义宝 陈 冬摄 视觉江苏网供图

水乡油田水乡油田““绿油油绿油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