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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市丹徒区委书记张

映桥说，丹徒区大力实施“党

建+网格化社会治理”，形成以

网格党组织为核心、网格党员

为纽带、网格党群服务阵地为

基础、网格综合信息平台为支

撑的社会治理新体系，形成党

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新面貌。

新华社深圳10月15日电 2019
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开幕之际，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发来贺信，向博览会的举办
表示衷心的祝贺，向出席博览会的各
国嘉宾和各界人士表示热烈的欢迎。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海洋对人
类社会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海
洋孕育了生命、联通了世界、促进了
发展。海洋是高质量发展战略要
地。要加快海洋科技创新步伐，提高
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培育壮大海洋战

略性新兴产业。要促进海上互联互
通和各领域务实合作，积极发展“蓝
色伙伴关系”。要高度重视海洋生态
文明建设，加强海洋环境污染防治，
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实现海洋资源
有序开发利用，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片
碧海蓝天。

习近平强调，举办2019中国海
洋经济博览会旨在为世界沿海国家
搭建一个开放合作、共赢共享的平
台。希望大家秉承互信、互助、互利
的原则，深化交流合作，让世界各国

人民共享海洋经济发展成果。
15日上午，2019中国海洋经济

博览会在深圳开幕。开幕式上宣读
了习近平的贺信。

2019 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以
“蓝色机遇、共创未来”为主题，吸引
450余家企业和机构参展，将重点围
绕现代港口建设、海洋高新技术与
装备制造、海洋可再生能源利用、海
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等热点领域，推
出新技术成果，推进中外企业洽谈
合作。

习近平致信祝贺2019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开幕

让各国人民共享海洋经济发展成果

新华社北京10月15日电 10月
16日出版的第20期《求是》杂志将发
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
上的讲话》。

文章强调，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以水而定、量水而行，因地制
宜、分类施策，上下游、干支流、左右
岸统筹谋划，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
推进大治理，着力加强生态保护治
理、保障黄河长治久安、促进全流域
高质量发展、改善人民群众生活、保
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让黄河成为造
福人民的幸福河。

文章指出，黄河流域是我国重要
的生态屏障和重要的经济地带，是打
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区域，在我国经
济社会发展和生态安全方面具有十
分重要的地位。保护黄河是事关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大计。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同京津
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一
样，是重大国家战略。

文章指出，新中国成立后黄河治
理取得了巨大成就。党的十八大以
来，黄河流域经济社会发展和百姓生
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水沙治理取
得显著成效，生态环境持续明显向
好，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同时也要清

醒看到，当前黄河流域仍存在一些突
出困难和问题，洪水风险依然是流域
的最大威胁，流域生态环境脆弱，水
资源保障形势严峻，发展质量有待提
高。这些问题，表象在黄河，根子在
流域。

文章指出，治理黄河，重在保护，
要在治理。第一，加强生态环境保
护。第二，保障黄河长治久安。第
三，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第
四，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第
五，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

文章指出，要加强对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领导，抓紧开
展顶层设计，加强重大问题研究，着
力创新体制机制。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保护黄河是事关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千秋大计

本报讯（长春 遥骋 玉婷）“我
是从南京回家乡来发展的，到自贸试
验区连云区块来从事物流和贸易。
连云区墟沟街道工作人员帮我跑的
手续，1天就全部办完了，办事风格、
办事速度让人耳目一新，希望能保持
下去，不要一阵风刮完又回去了。”
10月12日，位于连云港市连云区阳
光国际大厦的江苏华鑫贸易有限公
司负责人李学聪快人快语，表达自己
对自贸试验区的感受和期待。

自贸试验区连云区块位于连云
港市东部海滨城区，是国际化海港中
心城市的核心区。这个区块只有
5.43平方公里，怎样把这个区块做成
精品？连云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汪
建苇说：“自8月30日自贸试验区连
云港片区揭牌以来，我区挂牌成立了
自贸试验区市场监管分局、企业服务

中心、政务服务中心、跨境投融资便
利化综合服务中心，构建了‘1+3’企
业服务模式。抓紧梳理了全国前五
批自贸试验区中202项可复制的成
功案例，结合区情实际，创新制订实
施‘1220’改革、国际贸易单一窗口、
重大外资项目直通车、证照分离改
革、承诺制改革等10多项制度。

▶下转9版

自贸试验区连云区块
制度创新先行一步

13日至15日，“世界旅游经济论
坛·澳门2019”隆重举行，江苏作为
主宾省参加本次论坛，并借此机会，
以丰富多彩的形式，积极向澳门同胞
及世界各国的与会嘉宾全方位展示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江苏的建设成就
和文化旅游形象，提升“水韵江苏”的
国际影响力。

匠心处处，
“江苏之夜”闪耀濠江之畔

世界旅游经济论坛，是全球旅游
业界最高端的盛会之一，自2012年
以来已连续举办8届。

本次论坛上，联合国世界旅游组
织秘书长祖拉布·波洛利卡什维利以
及两个伙伴国阿根廷、巴西的旅游部
长均不远万里亲临现场，巴西副总统

还专程发来祝贺视频。全国政协副主
席、世界旅游经济论坛大会主席何厚
铧，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崔世安，
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
办公室主任傅自应等亦悉数到场。

面对这样的盛会，作为本次论坛
唯一的主宾省，江苏省委省政府对活
动筹备高度重视，派出了副省长王江
率领的强大文旅团队，举办了精彩的

“江苏之夜”，并组团参与商务洽谈、
论坛交流以及论坛伙伴国旅游推介
会等多项活动，充分展示了“水韵江
苏”的美好形象。

场外，是江苏13座城市的形象
展示；场内，美食品鉴、特色演艺、非
遗展演，给人以舌尖的享受、视觉的
冲击和心灵的触动……13日晚，一
场“江苏之夜”文旅盛宴让江苏澳门

心手相牵、让全球来宾迷醉。
“初绽·热菜 清炒琥珀湖虾仁

嘈嘈切切错杂弹 大珠小珠落玉
盘”……这是一册美得让人“必须收
藏”的菜单！“江苏之夜”的淮扬菜品
鉴以“江南岸”命名全席，又以待蕊、
含苞、蓓蕾、初绽、姹紫、嫣红、雅韵、
余香、回味来为水果、前菜、冷菜和三
道热菜以及点心、主食、甜品作前缀，
每道菜品还配以精美照片和相得益
彰的诗词，堪称精致优雅苏派生活的
最好代言。

扬州市扬子江投资发展集团作
为“江苏之夜”美食品鉴活动的承办
方，在活动前一个多月，就启动了整
场宴席的策划工作。据该集团副总
经理黄霞介绍，为了把精致的淮扬美
食文化呈现给来宾， ▶下转3版

既要说好“中国话”，还要讲好“世界语”
——“水韵江苏”闪耀澳门的观察与思考

10月8日，中国中小城市高质
量发展指数研究课题组、中小城市
发展战略研究院、国信中小城市指
数研究院联合发布2019年中国中
小城市高质量发展指数研究成果，
苏州市吴中区成绩亮眼，一举拿下

“2019年度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区”
第9名、“2019年度全国绿色发展
百强区”第9名和“2019年度全国
科技创新百强区”第10名。

作为全省生态红线区域最大的
区（县、市），吴中能够实现保护生态
与高质量发展同频共振，凸显了绿
色发展的强劲动力。“建区以来，我
们始终坚持‘山水苏州、人文吴中’
发展定位，传承‘发展保护两相宜、
质量效益双提升’发展要求，近年来
更是积极践行新发展理念，不断推
动更高质量绿色发展。”吴中区委书
记唐晓东表示，吴中将继续深化环
太湖“加减法”，优化“一核一轴一

带”生产力布局，争当苏州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的排头兵、长三角区域
一体化生态大保护的标杆示范。

做活“加减法”
绿山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金秋时节，位于吴中区金庭镇
缥缈村的太湖消夏湾内，920亩生
态农田稻浪翻滚，白鹭翩飞。这块
地原本是个养蟹水塘，为保护太湖
生态，几年前被全部取缔，由于土地
性质不能变，村里既搞不了建设，又
没钱复垦，直到一年前还是一片荒
芜的废地。

守着太湖好山好水不能“变现”，
缥缈村的尴尬境遇，在环太湖地区并
非个例。吴中拥有五分之三的太湖
水域、五分之四的太湖峰峦和180
余公里太湖湖岸线，是苏州的“颜值
担当”，同时也承担着苏州80%的
饮用水供应，全区87.1%的土地都

在生态红线内。
“面对特殊区情，吴中历届党委

政府都把生态保护放在首位，自
2001年撤市建区以来，全区为保护
太湖已累计投入超150亿元。但另
一方面，由于发展受限，环太湖板块
的可支配财力、人民生活水平等，与
全区平均水平有较大差距。”唐晓东
说。吴中区提出，做活环太湖地区

“加减法”，打通“绿水青山”变成“金
山银山”的通道。去年，针对生态红
线区内历史遗留的大量低效建设用
地，吴中鼓励环太湖地区利用增减挂
钩、占补平衡、“三优三保”等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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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活环太湖“加减法”优化“一核一轴一带”生产力布局

吴中：高质量打造绿色发展样板区

10月15日，作为2019中国森林旅游节系列活动之一的第30届南通菊
花展在中创区紫琅公园开幕。本届菊花展占地面积22.8公顷，总用花量达到
44万盆，创历届之最。 贲 腾 俞圣彤/文 许丛军/摄 视觉江苏网供图

南通菊花展已办30届

本报讯（记者 吴 琼）《江苏
省水土保持公报2018》近日发布，
15日，省水利厅召开新闻通气会介
绍相关情况。公报显示，2018年，全
省水土流失面积2290.18平方公里，
相比2013年公报数据减少28%，减
少比例居全国首位，水土流失治理
率位于全国前列；共建成生态清洁
小流域96条，相比2013年公报数据
增加47条,同样领跑全国。

“水土流失是我国头号环境问
题，不仅会导致生态恶化、环境污
染，同时也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
的重要因素。”省水利厅副厅长叶健
表示，通过编制公报，可以全面掌握

水土流失现状以及人为水土流失防治
情况，为科学推进水土流失综合防治
工作奠定基础。

省水文局局长辛华荣介绍，为推
动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我省近年来共
建成96条生态清洁小流域，总面积达
1280多平方公里，共投入资金逾10亿
元。全省已建成16个水土保持监测站
点，对13个市级行政区、7个水土流失
重点治理区、典型地形地貌和土壤类
型区实现全覆盖。我省土地开发利用
强度大，生产建设项目多，容易造成水
土流失，这种情况下，如何做好水土保
持工作？省水利厅农村水利与水土保
持处调研员汤建熙表示，▶下转9版

治理“头号环境问题”成绩显著

我省水土流失治理率全国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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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 15日电 国
家主席习近平15日应约同法国总统
马克龙通电话。

习近平感谢马克龙在新中国成
立70周年之际发来热情洋溢的贺
信。他指出，法国政府和人民为新中
国建设发展提供了很多帮助和支
持。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
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中国将继续坚
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同包括
法国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法建交
55周年。今年3月，我应你邀请对法

国进行成功国事访问，我们共同掀开
了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政治互信
不断巩固，经贸、人文等领域务实合
作取得新成绩，在国际事务中的沟通
协调更加有效。我愿同你保持交往
和沟通，推动两国合作取得更多高质
量成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反对单
边主义，促进开放型世界经济，携手
应对全球性挑战。中方积极支持法
方举办第二届巴黎和平论坛。欢迎
法方作为主宾国参加即将举行的第
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马克龙表示，我再次祝贺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法中关

系紧密持久。习近平主席今年3月
对法国的国事访问有力推动了法中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向前发展。当前
形势下，法中保持战略沟通具有重
要意义。法方愿同中方深化贸易、
民用核能、航空、文化等领域交流合
作，共同振兴多边主义，携手应对环
境、气候变化等重大全球性问题。
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保持密切交往，
十分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再次访华。
法方积极支持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

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重大
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看法。

习近平应约同法国总统通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