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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耿 联） 7月19
日，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和国家机
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
话，分析当前经济形势，研究部署有
关工作。省委书记娄勤俭主持会议。

会议决定，7月22日至23日在
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江苏省第十三
届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
要讲话，深刻阐明了新形势下中央
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的重大意义、
使命任务、重点工作和关键举措。
全省各级党组织要深入学习领会，
并与学习总书记在主题教育工作会
议、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
内蒙古调研指导主题教育等重要讲
话精神结合起来，吃透精神实质，把
握内涵要义，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
导实践、推动工作，坚决用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统一思想和行动。要把

带头做到“两个维护”作为机关党的建
设的首要任务，牢固树立政治机关的
意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引导党员
干部切实提高政治定力和政治能力，
推动机关党员干部带头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永葆政治机关鲜明本色。要以开
展主题教育为契机推动机关党的建设
高质量发展，全省各级机关要按照走在
前、作表率的定位，找差距、抓整改、促
提高，聚焦解决机关党的建设面临的紧
迫问题，重点查找在做到“两个维护”、
加强理论学习、夯实基层基础、正风肃
纪、落实主体责任等方面的问题，即知
即改，边查边改，以钉钉子精神推进整
改落实，更好担负起新时代新使命。

会议充分肯定了上半年全省经济
发展所取得的成绩。会议认为，今年
以来，全省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自觉践行新
发展理念，全面落实“八字方针”，认真
做好“六稳”工作，坚持稳中求进、调稳
平衡，在外部形势严峻复杂的情况下，
经济运行延续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
的良好态势，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
展。当前，宏观经济环境更加复杂多
变，要正确看待当前形势，一方面要清
醒看到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不容忽视，
另一方面也要客观认识有利条件和积
极因素正在累积，坚定推动高质量发
展的信心，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在应
对风险挑战中化危为机，走好自己的
路，做好自己的事。

会议强调，今年是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擘画的“强富美高”新江苏蓝
图的第五个整年，做好下一阶段经济
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
面贯彻“八字方针”，把“六稳”工作摆
在更加突出位置，保持经济持续健康
发展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确保完成

全年目标任务，用经济发展迈上新台
阶的新成果，让“五年答卷”更加厚实、
更加过硬。要保持定力，坚定不移推进
改革开放，坚定不移推进结构调整和转
型升级，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之路，坚定不移守牢稳定、安全、生
态、廉政“四条底线”。要强化落实，把
打好三大攻坚战、推动重大项目建设、
构建自主可控产业体系、实施减税降费
等重点任务一项一项落到实处。要更
加注重创造性开展工作，善于用改革的
办法、创新的思路破解发展难题，强化

“三项机制”正向激励作用，推动广大党
员干部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真正把守
初心担使命落到高质量发展实践中。

会议讨论了《关于决胜高水平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补短板强弱项的若干
措施》和5个专项文件，讨论了《〈长江
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江
苏实施方案》。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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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仲勋 郁 芬）
根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工作统一部署安排，7 月 19 日，
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周乃翔为
苏州市党政领导干部上专题党课，
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省委党校校
长、省行政学院院长郭文奇为分管和
联系部门的党员干部上专题党课。

周乃翔说，要通过这次主题教
育，进一步深刻把握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本质精
髓，深入领会这一思想所承载的中
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深入领会
其科学体系和原创性贡献，深入领

会所蕴含的科学思想方法和工作方
法，学深悟透、融会贯通、真信笃行，不
断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实
践、推动工作的能力，努力把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央、
省委各项决策部署创造性地落实到苏
州改革发展的生动实践中来。

周乃翔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辟了生态文明建
设新境界，要以更高的政治站位、更强
的行动自觉推进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要坚持问题导向和底线思维，全面检
视过去的发展方式， ▶下转4版

省委常委为党员干部上主题教育专题党课

用新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本报讯 （记者 耿联 黄伟） 7
月19日上午，以“数字经济、智慧未
来”为主题的第十五届中国（南京）
国际软件产品和信息服务交易博览
会在宁开幕。省委书记娄勤俭、省
长吴政隆出席开幕式，并与工业和
信息化部副部长陈肇雄共同为软博
会启动开幕。

中国（南京）国际软博会已连续
成功举办十四届，成为我国规模最
大、国际化程度最高、最具影响力的
国际性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展会之
一。本届软博会共有 20 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1000多家企业踊跃参展，
将通过展示、交易、论坛、人才招聘
等系列活动，充分展示云计算、大数
据、人工智能、5G、虚拟现实、集成
电路、物联网等领域的新技术、新产
品、新业态和新模式。

开幕前，娄勤俭、吴政隆、陈肇
雄等领导同志以及参会嘉宾考察
了软博会展馆。在南京江北新区、
中国（南京）软件谷、江苏省信息技
术应用创新联盟、浪潮、中国联通、
曙光、南钢等园区和企业以及无锡
市的展示区域，娄勤俭一行与企业

负责人及科研人员交流交谈，详细了
解他们展示的最新成果，希望参展园
区和企业利用软博会平台进一步深
化交流合作，抓住计算机、互联网给
生产生活方式带来的变革，加大信息
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推动跨行业跨
领域交叉融合创新，在构建自主可控
的现代产业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
娄勤俭希望南京市充分发挥科教人
才资源优势，做大用好软博会这个平
台，集聚更多创新资源要素，打造支
撑、促进软件和信息产业加速发展的
生态环境，以信息化推动创新名城建
设和产业转型升级。

陈肇雄代表工信部致辞。他表
示，软件是信息技术之魂、网络安全之
盾、经济转型之擎、数字社会之基。把
握好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
史契机，做大做强软件产业，努力实现
以数字产业化培育新动能、以产业数字
化孕育新动力、以社会智慧化引领新发
展。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新发
展理念，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坚持创新引领、质量为本、开放合作、
融合发展、深化改革， ▶下转4版

共同开启数字经济创新发展新时代

第十五届中国（南京）
国 际 软 博 会 开 幕

娄勤俭吴政隆出席

本报讯 （记者 顾 敏） 根据省
委关于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统一部署，按照省政协党
组主题教育工作安排，7 月 19 日上
午，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黄莉新以

“不忘初心担使命，树好新时代政协
机关新样子”为题，为省政协机关全
体党员干部上专题党课。

黄莉新说，在全党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是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伟大斗争、
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作出的
重大部署。要把开展好主题教育作
为增强“四个意识”、坚决做到“两个维

护”的检验标尺，围绕“守初心、担使命，
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求，按照“五坚持
五深入五确保”目标，抓紧抓实四项重点
措施，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推动主题教
育扎实深入开展、确保取得实效。

黄莉新指出，不忘初心担使命，必
须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共产主义
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初心
和使命是我们党坚定理想信念的思想
根基、走过光辉历程的精神力量、奋力
攻坚克难的不竭动力、永葆生机活力
的源头活水。不忘初心担使命，必须
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指导地位不动摇。 ▶下转4版

不忘初心担使命
树好新时代政协机关新样子

黄莉新为省政协机关全体
党员干部上专题党课

不久前举行的“南京创新周”紫金
山创新大会上，有专家提出，在推进创
新的过程中，要重视城市的“创意阶
层”，充分发挥其拉动城市经济发展的
引擎作用，这一观点给人启发。

什么叫“创意阶层”？就是由科学
家、工程师、建筑师、诗人、画家、艺术
家等共同构成的群体。这一概念是由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理查德·佛罗里

达教授首创。他在其畅销书《创意阶
层的崛起》中谈到：随着创意在当代经
济中异军突起，在农业阶层、工业阶
层、服务业阶层等职业群体之外，一个
新的职业阶层——“创意阶层”迅速崛
起。他们敢于创新、富有创造力，对城
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起着举足轻重
的作用。强调重视“创意阶层”就是强
调，创新绝不仅限于技术发明，还涵盖
一切文化和经济活动中形形色色的创
意；创新不仅需要科学家，也需要艺术
家，需要一切拥有创意才华的人群。

当今世界，谁也无法忽视创意的
力量。创意产业每天创造 220 亿美元
的价值，且以高于传统行业 24 倍的速

度增长，美国GDP的7%、英国GDP的
8%都由它贡献。像星巴克的“猫爪
杯”、优衣库的联名 T 恤，从中都能嗅
到创意经济的蓬勃气息。拥有这点石
成金“金手指”的，就是佛罗里达教授
所说的“创意阶层”。他们集聚起来往
往拥有一种神奇的力量，体现为北京
798 由旧厂房到当代艺术园区的华丽
变身、南京 1912 街区民国风貌与现代
时尚的完美契合，也体现为上海新天
地门外石库门弄堂、门内咖啡室的时
空交错⋯⋯创意人才带来一种艺术
感、人文味，为城市打造着新的名胜，
也创造着独特的创新空间。

▶下转4版

“推进科技创新”系列评论 ②
做精做强“创意引擎”

颜云霞

本 报 讯 （苏 仁 轩 孙 琳 君
陈月飞） 19 日，省人大常委会党
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对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
工作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全
国人大召开的纪念地方人大设立
常委会 40 周年座谈会精神。受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党
组书记娄勤俭委托，省人大常委
会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陈震
宁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成员、副
主任邢春宁、刘捍东、曲福田和秘
书长陈蒙蒙出席会议。

会议集中学习了习近平总书
记对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工作作
出的重要指示，学习了栗战书委
员长在纪念地方人大设立常委会
4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

▶下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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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江宁经济开发区吉印大桥今日通车。该桥为我省首座
采用双层翼缘板结构设计的等截面连续梁桥，主桥双层设计，
上层为机动车通道，下层为行人、非机动车通道。

新华报业视觉中心记者 赵亚玲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