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农历庚子年四月二十
星期二 2020 年 5 月高 度 贴 近 开 放

XINHUA DAILY │ www.jschina.com.cn │ www.xhby.net

□1938年1月创刊 □新华日报社出版 □第25849号 □今日20版 □国内统一刊号CN32-0050 □国外发行刊号D279 □邮发代号27-1 □邮编210092 □文字来稿邮箱：news@xhby.net □图片来稿请上传：www.vijs.net □责任编辑 许建华 □版式葛 新 □版面统筹 沈 东

新华社北京5月11日电 在国
际护士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护士致以
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慰问！

习近平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后，广大护士义无反顾、逆行出征，
白衣执甲、不负重托，英勇无畏冲向国
内国外疫情防控斗争第一线，为打赢
中国疫情防控阻击战、保障各国人民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作出重要贡献，
用实际行动践行了敬佑生命、救死扶

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精神。
习近平强调，护理工作是卫生健

康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党委和
政府要关心爱护广大护士，把加强护
士队伍建设作为卫生健康事业发展重
要的基础工作来抓，完善激励机制，宣

传先进典型，支持优秀护士长期从事
护理工作。全社会都要理解和支持护
士。希望广大护士秉承优良传统，发
扬人道主义精神，再接再厉，真情奉
献，为健康中国建设、维护世界公共卫
生安全不断作出新的贡献。

在国际护士节到来之际

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护士致以
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慰问

本报讯（记者 黄 伟）5月11
日，省长吴政隆主持召开省疫情防
控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认真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务
委员会会议和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听取疫情常态化防
控和应急预案完善等情况汇报，根
据省委、省政府部署，分析研判形
势，抓紧抓好、落细落实常态化防
控、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和“六稳”“六
保”等措施。

会议指出，疫情发生以来，习近
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主持

召开一系列重要会议，发表一系列重
要讲话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
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总书记高瞻
远瞩的战略决策、坚如磐石的意志信
念、一心为民的真挚情怀，为全党全军
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信心、抗击疫情立
起了主心骨。疫情防控斗争实践再次
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
义制度、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强大
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能够战胜任何
艰难险阻，能够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
重大贡献。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
彻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时

刻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做好较长时
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
作准备，以如履薄冰的谨慎、见叶知秋
的敏锐，精准施策、狠抓落实，奋力夺
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

会议强调，要坚持外防输入、内防
反弹不放松，抓紧抓实抓细常态化疫
情防控，持续抓好境外疫情输入防控
工作，严格落实“预防为主”和“四早”
措施，毫不放松抓好重点场所、重点机
构、重点地区、重点人群防控，特别要
加强医疗机构和校园防控，压实社区、
单位、属地、家庭和个人责任，坚决防

止疫情反弹。要补短板、堵漏洞、强弱
项，提升疾病预防控制能力、重大疫情
防控救治能力、重大疾病救治费用保
障和救助能力、应急物资保障能力、法
治保障能力，强化应急预案针对性操
作性，全面提高重大疫情防控和公共
卫生应急管理能力水平。

会议强调，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各级
各部门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
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
持新发展理念，做好“六稳”工作，落实

“六保”任务， ▶下转2版

省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抓紧抓好常态化防控和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落细落实“六稳”“六保”措施奋力夺取双胜利

吴政隆主持

到2019年底，农村集体总资产
达3046亿元，村均可支配性收入达
936万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达3.52万元，城乡居民收入比为
1.95:1，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每月
995元……强大的村级集体经济，

不仅为苏州打赢打好高水平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收官战增添了底气，也为
率先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打下
了坚实基础。

今年3月发布的《苏州市探索率
先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三年行

动计划（2020-2022 年）》提出，到
2022年，苏州要率先基本实现农业
农村现代化。其中一项重要举措就
是实施集体经济转型升级工程，促进
城乡融合发展。记者在“聚力强富美
高 决胜全面小康”百村调研行采访
时看到，当前，苏州村级集体经济正
加快转型步伐，向高质量发展迈进，
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为率先实现
农业农村现代化夯实了桩基。

▶下转9版

苏州推动村级集体经济转型升级

产业迭代，夯实农业农村现代化桩基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通报，对2019年落实
有关重大政策措施真抓实干、取得明显成效的地
方予以督查激励，采取资金、项目、土地、改革先行
先试等30项奖励支持措施。在环境改善方面，我
省常州、宿迁、昆山等多地上榜。

“为全国发展探路”，是党中央对江苏的一贯
要求。江苏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努力建设山清水
秀环境美的新江苏。

常州：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位于太湖上游的滆湖，是太湖重要生态屏障，
也是常州市武进区的备用水源。为有效改善滆湖
水环境，武进区实施史上规模最大的滆湖水源保
护工作。目前，全湖856户网围全部拆除。滆湖
备用水源地一级保护区及二级保护区范围内，已
无工业企业存在。

滆湖的变化只是常州生态环境蝶变的一个缩
影。在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通报中，常州因“环境
治理工程项目推进快，重点区域大气、重点流域水
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上榜。

2019年，常州生态环境质量改善明显：常州
市区PM2.5平均浓度同比下降7.8%，空气优良天
数为244天，均达到省考核要求。实际考核的31
个国省考断面优Ⅲ比例为 83.9%，同比提高
23.3%，改善幅度全省第一。

“我们以项目建设为抓手推进污染防治攻
坚。全年完成3650项污染防治攻坚重点任务，淘
汰报废16241辆老旧汽车，完成7030家‘散乱污’
企业（作坊）整治。”常州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主任
胡晋介绍，不仅如此，常州环境质量与重点任务

“两手抓”推进考核，在年度高质量发展考核中，既
考核大气、水等环境质量目标完成情况，同时考核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重点任务完成情况，将污染
防治攻坚战作为单项进行考核奖励，有力推动了
环境保护工作。

宿迁：河湖长制管好一城碧水

宿迁，跨淮河和沂河两大水系，拥洪泽湖、骆
马湖两大湖泊，大运河纵贯全境，是江苏水系最复
杂、治水任务最重的地区之一。由于河长制湖长
制工作推进力度大、河湖管理保护成效明显，宿迁
获国务院督查激励。

3年前，泗阳县众兴镇杨集村十字河，还是两
头没有打通的一汪死水，沿岸4个养殖场的排放
更是让河水又黑又臭。为治理这4个养殖场，十
字河村级河长、杨集村党支部书记黄卫国没少与
养殖户“磨嘴皮子”，让养殖户由“要我搬”变为“我
要搬”，还请专家规划，设计治理方案，对十字河截
污控源，建成生态河道。

宿迁市水利局副局长、市河长办副主任张学
武告诉记者，宿迁在全省率先建成四级河湖长体
系，率先落实水利部河长制从“有名”向“有实”发
展的要求。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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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村调研行百村调研行

在全国防灾减灾日来临之际，5月11日至12日，省消防救援总队在扬州组织开展全省地震灾害救援跨区域实战拉
动演练，演练采取“无预案拉动、全过程导调、全实景模拟、全要素指挥”方式。 本报记者 万程鹏摄

前不久，江苏瑞祥化工有限公
司员工张亚杰在厂内巡查时，发现
一处氢气水泵存在安全隐患。他当
即在隐患位置系了根红丝带，并通
知相关负责人进行处理。经企业排
查事故隐患“红丝带”活动小组现
场确认，张亚杰反映情况属实，公
司奖励他100元。

为让人人都成为发现隐患的
“耳目”，鼓励举报事故隐患和安全
生产违法行为，我省各地近年来正
创新完善更为有效细化的机制，打
造有奖举报“升级版”。像“红丝带”
行动这样面向企业内部的机制，就
是其中一项创新举措。▶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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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
专项整治在行动

固定资产投资、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实际使用外资3项指标增幅
连续两年位居无锡全市第一；高新
技术企业数首次破百，技术合同成
交额全市第一；152条河道全部消
除黑臭，全省教育现代化监测全市
第一……

近日公布的全省县区高质量发
展监测中，建区4年的无锡市梁溪
区，以产业转型、城市更新、民生事
业方面的突出成效，在全省排名大
幅提升15位。梁溪区委书记秦咏
薪表示：“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比学
赶超，梁溪将进一步推陈出新，精心
塑造老城厢新质态，加快增创老城
区新优势，努力建设具有鲜明江南
特点、无锡特征的现代都市区。”

补短板，新经济喷薄而出

今年1月，由全球LED领军企业
利亚德集团与台湾晶元光电集团共同
打造的全球首个运用巨量转移技术的
MicroLED、MiniLED产业基地落户
梁溪。这个填补国内空白的创新项
目，预计将在3年后正式量产，实现年
产值10亿元。

如此引领时代、领跑行业的“新经
济”“新产业”，是近年来梁溪高质量发
展道路上一道风景线。初创团队不到
5人、2011年落户梁溪的必创科技，短
短 6年就成为无线传感器“头部企
业”，去年营收过亿元；去年底，总投资
50亿元的易华录（无锡）数据湖产业
园项目开工建设， ▶下转5版

建设具有江南特点、无锡特征的现代都市区

梁溪：老城厢焕发新动能

本报讯（记者 黄 伟）5月11
日下午，省长吴政隆会见了华为公
司董事、企业BG总裁彭中阳一行。

吴政隆对长期以来华为公司为
江苏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
以及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给予的
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对企业克难奋
进逆势而上取得的骄人业绩表示祝
贺。他在简要介绍江苏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后说，当前，全省
上下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坚强领导下，扎实做好“六稳”工
作，落实“六保”任务，着力从眼前的
危机和困难中捕捉和创造机遇，在
大力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
中不断培育壮大新动能。江苏实体
经济基础坚实、科教人才资源丰富，
华为是全球信息与通信行业的领军

企业，进一步深化双方全方位战略合
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希望与华为
在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智能制造、新
型基础设施建设、数字江苏和智慧城
市建设、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等方面加
强深度合作，合力突破一批关键核心
技术，携手在“高原”上竖起更多“高
峰”。我们将营造优质营商环境，为华
为在江苏布局更多新项目、新业务创
造更好条件。

彭中阳说，江苏疫情防控坚决果
断、复工复产有力有效，经济持续保持
向好态势。我们对江苏发展充满信
心。江苏科教资源丰富、产业基础雄
厚、人文环境好、政务服务优，我们将
抓住用好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机遇，把
更多优质资源、先进技术放到江苏，更
好地助力江苏高质量发展。

吴政隆会见
华为公司彭中阳一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