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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 7日电 9 月
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津巴布韦
前总统穆加贝不幸逝世向津巴布
韦总统姆南加古瓦致唁电。习近
平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
个人的名义，对穆加贝前总统逝世
表示沉痛的哀悼，向津巴布韦政府

和人民以及穆加贝先生亲属表示
诚挚的慰问。

习近平表示，穆加贝先生是津
巴布韦和非洲杰出政治家和民族
解放运动领导人，生前多次访华，
为推动中津、中非友谊合作作出了
卓越贡献。他的逝世是津巴布韦

人民的巨大损失，也使中国人民失
去了一位老朋友、好朋友。中方珍
视中津兄弟般的传统友谊，愿同津
巴布韦政府和人民一道，继续扩大
和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推动中津
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向前
发展。

就津巴布韦前总统穆加贝逝世

习近平向津总统致唁电

本报讯（孟 旭 崔广全）在日
前公布的2018年度全省45个南北
共建园区考核中，由苏州工业园区
主导共建的苏州宿迁工业园区蝉联
第一，实现“十连冠”。

苏宿工业园区是全省第一个南
北共建园区，也是全省南北共建园
区中唯一的省级开发区。2006年至
今，苏州工业园区为苏宿工业园区
累计拨付行政办公经费1.5亿元，派
驻“苏干”5批120多人，招引转移20
多个苏州企业投资206亿元，占苏宿
工业园区工业总投资的72%。

去年，苏宿工业园区以占宿迁
市0.16%的土地，创造全市6.6%的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3.4%的规上工
业增加值、14.7%的工业入库地方税
收、23.3%的企业所得税，各项经济指
标均位居宿迁市前列。 ▶下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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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许海燕）9月6
日，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指挥部办
公室发布各设区市环境空气质量情
况通报（详见附表）。通报显示，1月
1日—8月31日，对照2019年各设

区市环境空气质量改善约束性目标，
13个设区市中，无锡、常州、淮安、镇
江和宿迁5市PM2.5浓度降幅达标，
其余8市PM2.5浓度降幅未达标；13
市优良天数比率升幅均未达标。

我省发布设区市环境空气质量情况通报

5市PM2.5浓度降幅达标

规上民营工业企业达1600家，占
全市规上工业企业的78.3%；资产规
模2844.5亿元，占规上工业56.7%；高
新技术企业中，民营企业占比达89%；
规上工业产值超10亿元的民营企业
33家，超百亿的 5家，占比分别达
55%、71%……“三分天下有其二”，
民营经济是镇江实施“产业强市”战
略、推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镇
江市委书记惠建林表示：“不折不扣落
实各项支持政策，千方百计帮助民营

企业破解融资和人才难题，持续优化
政务服务环境，问需于企、问计于企，
消除各种有形无形的‘壁垒’，真正把
民营企业家当作一家人。”

今年上半年，镇江市民营工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6.5%，增幅高于全部
工业2.3%，拉动工业增长3.6%。

政策暖心，民企转型信心足

近年来，镇江先后制定《关于推
进产业强市的指导意见》等“1+6”文

件，出台高端装备升级行动计划等专
项行动计划，引导企业加快转型升
级，提升发展质量。

“今年我们提出的用地、用气、降
费等方面问题，市领导高度重视，专
门召开协调会，一系列惠企暖心政策
给我们很大的信心！”江苏鼎胜新能
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陈魏新
告诉记者，作为镇江市区首家、也是
唯一一家主板上市民营企业，该公司
铝箔产销量、出口量以及市场占有率
均居国内同类企业第一，成功获评
2018年度国家级“单项冠军”示范企
业。6月，公司又捧回“2018年（第三
届）中国铝箔材十强企业第一名”的
奖牌。 ▶下转4版

破解发展难题 共谋量质齐飞

镇江全力推动民企“高绿智”

十年前，“国家传感网创新示范区”在无锡高新区
成立，成为全国唯一以物联网为主题的国家级创新示
范区；如今，由我国主导的多项物联网国际标准发布实
施，使中国在物联网领域赢得国际“话语权”。十年深
耕，从“概念”到“实践”，从“研究”到“市场”，从单点突
破到全面开花，从改变生活到改变社会，当百年工商名
城邂逅新兴物联网，庞大的市场与新一轮科技产业革
命化合出强大的发展潜力，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势。

“融合创新，万物智联”。无论是阿里巴巴“打造万
物互联解决方案”、华为“构建万物互联的智能世界”、
海尔“定制物联网时代的美好生活”，还是鸿山、雪浪、
慧海湾3个物联网小镇，无锡日益成为面向未来的物
联网创新策源地和产业新跑道。300多个应用示范项
目，21项国家级重大应用示范工程，全球首个城市级
车联网应用项目，全国首个车联网先导区，“全球二十
大智慧城市”中国第一……所有这些成果，不仅汇聚成
万物互联时代激动人心的“无锡风景”，也集中展示我
国物联网产业发展的新趋势，向世界展示中国物联网
产业的强大实力和引领地位。

无锡的十年，也是江苏的十年。十年来，江苏自觉
扛起“为全国发展探路”的使命，先行先试、大胆探索，无
锡形成引领发展、辐射全国的物联网产业格局，南京、苏
州等城市也成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发
展的战略高地。作为拥有全国规模最大、体系最完备制
造业集群的经济大省，江苏还引领着6G技术、未来网络
的研究，始终处在技术变革的最前沿。可以说，任何产
业泛在融合都能在江苏找到实施和自由发展的空间，任
何试验在江苏都能找到想要的应用环境，在江苏推动物
联网与实体经济融合最有条件、最有空间。

身处全球“同线起跑”的全新科技竞技领域，物联
网已经走到科技创新的聚光灯下，担负着制造强国建
设的重任。对江苏来说，统筹推进“一带一路”、长江经
济带、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等国家战略，高标准启动
江苏自贸试验区建设，加速构建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
系……既要依靠物联网的重要支撑，也为物联网等
新兴产业发展带来更多“硬核”红利。高质量发展、
高品质生活、高效率治理，必须依靠物联网、支持物
联网、壮大物联网。只有为物联网发展集聚最强劲
资本、最高端人才、最先进技术，创造最全面的应用场
景、最广阔的应用空间，把物联网打造成最有特色、最
有竞争力的产业，才能让物联网更好地促进生产、走进
生活、造福百姓。

前景充满想象、未来令人期待。江苏即将高水平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正在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积
极探索开启基本实现现代化建设新征程这篇大文章。
携手共创智能时代，并肩共享物联成果，未来看江苏，
一定能看到更多的发展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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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耿 联）初秋时
节，太湖更美，江南盛地无锡迎来一
年一度的物联网盛会。9月7日，由
工业和信息化部、江苏省政府共同主
办的2019世界物联网博览会在无锡
开幕。当天上午，2019世界物联网无
锡峰会隆重举行。省委书记娄勤俭作
主旨讲话，工信部副部长王志军讲话。

娄勤俭代表江苏省委、省政府对
各位嘉宾表示热烈欢迎。他在讲话
中首先回顾了物联网在无锡的发展
历程，感谢国家部委的关心支持、专
家学者的智慧支持和企业家、科研人
员、广大从业人员的奋斗拼搏。他
说，物联网从概念变为现实，无锡发
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过去十年，无
锡抓住历史机遇、顺应技术变革潮
流，扛起了物联网领跑示范的大旗。
这里形成了完备的技术创新生态系
统，引领了物联网未来的发展方向，
搭建了前沿信息交流的平台。我们
可以充满自信地说，未来物联网怎么
发展——看中国、看江苏、看无锡。

娄勤俭指出，物联网高度集成新
一代信息技术，在这个时代、在江苏
这片土地、立足于无锡打下的坚实基
础，有着非常好的发展机遇。一是党
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物联网产业发
展，加快布局建设高速、移动、安全、
泛在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先后出
台多项促进政策，物联网已经走到了
我国科技创新的聚光灯下，担负着制
造强国建设的重任。二是多重国家
战略在江苏交汇叠加，我们统筹推进

“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长三角区

域一体化发展等国家战略实施，高标
准启动江苏自贸试验区建设，加速构
建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物联网
等新兴产业发展带来了更多“硬核”
红利。三是世界经贸格局的变化带

来合作发展新机遇，我们欢迎全世界
的企业和科研机构来江苏发展，开放
合作一定会产生突破性的创新成
果。四是信息技术变革的提速，高速
传输使物联网发展变得更加“现实”、

更加便捷，我们将把江苏建成5G布
局最广泛、质量最好的地方，在江苏推
动物联网与实体经济融合最有条件、
最有空间，前景充满想象、令人期待。

▶下转3版

物联网发展看中国看江苏看无锡

2019世界物联网博览会在无锡开幕
娄勤俭作主旨讲话

9月7日，由工业和信息化部、江苏省政府共同主办的2019世界物联网博览会在无锡开幕。当天上午，2019世界
物联网无锡峰会隆重举行，省委书记娄勤俭作主旨讲话。 新华报业视觉中心记者 刘 莉 肖 勇摄

7日，连云港市赣榆区举行“献礼七十年 奋斗新时代”综合文艺汇演展
示活动，师生们欢聚一堂，表演音乐快板、歌曲联唱、舞蹈等精彩节目，迎接
教师节。 司 伟摄 视觉江苏网供图

本报讯（记者 浦敏琦 黄 伟）
9月7日，国家制造强国建设领导小组
车联网产业发展专委会第三次全体会
议在无锡召开。会前，省委书记娄勤
俭、省长吴政隆会见了工信部部长、专
委会召集人苗圩。会上，吴政隆、苗圩
共同为江苏（无锡）车联网先导区揭牌。

吴政隆在致辞时对长期以来关
心支持江苏发展的国家部委、兄弟省
市以及各位专家、企业家表示感谢。
他说，车联网技术含量高、产业链条
长、应用前景广，是建设制造强国的
重要着力点，也是未来发展的重要增
长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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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

部署，坚守实体经济这个发展根基，
着力推动先进制造业发展。在工信
部等国家部委的支持指导下，我们部
署建设了首个车联网城市级示范应
用项目，启动建设了一批车联网测试
基地，初步突破了一批关键核心技
术，汇聚了一批研发制造企业，年底
前将建成一定规模的5G基站，为车
联网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我们将
认真落实本次会议精神，努力将无锡
车联网先导区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
的车联网技术创新中心、产业创新中
心和应用示范中心，为全国车联网高
质量发展探索新路、当好示范，推动
我省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加快建设

“强富美高”新江苏。

苗圩在讲话时指出，党中央、国
务院高度重视车联网产业发展，习近
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批示，为专委
会工作指明了方向。专委会成立两
年来，有关部门通力协作，在政策法
规、标准规范、技术创新、测试应用、
国际合作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在关
键问题及重点任务上达成多项共识，
有力推动产业发展。下一步，要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把握高质量发展根本要
求，推动车联网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要抢抓发展机遇，加快5G与车联网
融合创新，趁势而上扩大发展成果。
要强化应用牵引，突破“卡脖子”技术
环节， ▶下转3版

国家制造强国建设领导小组车联网
产业发展专委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召开

娄勤俭吴政隆会见苗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