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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推荐

▶

“全域旅游成为金湖
名副其实的‘创新之路’、
行之有效的‘富民工程’与
响当当的‘金色名片’。杉
青水秀的风景，为荷而来
的梦想，在金湖大地上描
绘着璀璨的画卷。”金湖县
委书记张志勇说。

▶相关报道详见 3 版

本报讯 （记者 黄 伟） 6 月 24
日，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吴政隆主
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认真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
指示精神以及在《求是》杂志发表的
重要文章，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和作风建设的
重要论述，按照省委部署，研究省政
府党组贯彻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
制、推动民法典实施加强法治政府建
设以及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为基
层减负等工作。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发

表的重要讲话、作出的重要指示，都是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们做好改革发
展稳定各项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党
组同志要把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
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作为重大政治任
务，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真正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奋力夺取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努力完成
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为
全国发展大局作出更大贡献。

会议强调，省政府党组成员要带
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
作，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深化理论武装，强化责任担当，做到
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切实
把政府系统意识形态工作抓实抓细
抓到位，坚决维护好全省政治安全和
意识形态安全。要力戒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真抓实干、埋头苦干，扎实做
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毫
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坚决防
止疫情反弹； ▶下转2版

深化理论武装 扛起责任担当
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加强法治政府和作风建设

省政府党组召开会议 吴政隆主持

6 月 18 日，2020 年“赢在苏州·
创赢未来”国际创客大赛最后一场国
内赛在武汉落下帷幕。大赛今年首
设京津冀、长三角、大湾区、华中片四
个国内赛区，短短半个月，吸引了
400 余个国内外优质人才项目参加
角逐。7 月 8 日，这些“顶尖选手”将
在 2020 年（第十二届）苏州国际精英
创业周暨首届“苏州科学家日”活动
开幕前夕汇聚苏州，展开巅峰对决。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是人才造
就了苏州的百业兴旺。”省委常委、苏
州市委书记蓝绍敏说，以开放推动创

新，必须要以人才集聚提升城市科技
创新策源功能，让人才为苏州打造国
际化创新高地赋能。

以强大人才链为“产业地标”蓄能

最近，同宜医药（苏州）有限公司
“双喜临门”：公司研发的抗癌新药，
不仅顺利通过一期临床第一阶段试
验，公司还在苏州工业园区的积极协
调下，于 6 月初正式搬进了总面积达
3600平方米的新实验楼。

“按照正常节奏，公司将在一年
半到两年之内实现上市！”董事长黄

保华博士告诉记者，企业快速发展，
关键在于掌握核心技术。去年，他本
人入选国家重大人才，他的团队中，
不少都是具备海外新药研发经验的
博士，目前，他们的药物研发技术已
经拿下两项国际专利。

行走在同宜医药所在的苏州生
物医药产业园，几乎每隔二三分钟路
程，就会遇到一家“明星企业”。俞德
超博士领衔的信达生物、江宁军博士
领衔的基石药业、杨大俊博士领衔的
亚盛医药、徐霆博士领衔的康宁杰瑞
等 9 家企业，在过去两年时间里，陆
续“抢滩”港交所和科创板，成为国内
生物医药业界的一个“奇迹”。而就
整个苏州而言，仅生物医药产业就已
经集聚国家级重大人才 56 位，省级
重大人才 209 位，其他各类创新人才
近 5 万名。“顶级天团”的加持，让苏

州把生物医药作为“1号产业”底气十
足。

苏州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加速人才
集聚。在1月3日举行的开放再出发
大会上，苏州重磅发布了30条“硬核”
举措，开宗明义第一条便是集聚国际
高端创新人才；5月18日，苏州召开产
业链全球合作云对接活动，再次强调

“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其关键就
在于打造最一流的人才支撑。

“筑就更多的‘产业地标’、打造
最强产业链，必须以全球视野吸引
更多的高端人才加盟。”苏州市市长
李亚平表示，今年起，苏州将实施万
名高端人才集聚计划，力争三年内
引进 1 万名高质量发展急需的高端
人才，建立与国际接轨的人才发展
体制机制，推动形成创新驱动的产
业转型升级。 ▶下转4版

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加速智慧集聚

苏州：人才引擎造就创新发展硬核

本报讯 （记者 白 雪） 24 日从
省住建厅传来消息，2019 年我省建
筑业多项指标位居全国第一，建筑业
总规模连续14年保持全国第一。

2019 年，全省完成建筑业总产
值 3.68 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7.98%。
建筑业增加值达 6493 亿元，占全省
GDP 比重的 6.5%，为近年来最高。
其 中 ，南 通 市 全 年 产 值 首 次 突 破
9000亿元大关，排名省内第一。

2019 年我省建筑企业获“鲁班
奖”11 项、“国家优质工程奖”28 项，
获奖总数位于全国前列。全年带动
就业近850万人，从业人员人均年度
劳动报酬达到61709元，对农民纯收
入的贡献度超过 35%，支柱产业地

位更加巩固和凸显。
与此同时，我省建筑业“走出去”

步伐平稳有力。全年出省建筑业产
值达 1.7 万亿元，同比增长 9.8%，占
建筑业总产值的 46.1%。全年对外
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达 68 亿美元，
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对外承
包工程新签合同额增幅明显。

今年一季度，虽然遭遇疫情冲
击，苏州市建筑业总产值、南通市建
筑业新签合同额同比仍然保持正增
长。来自省住建厅的统计显示，截至
5 月底，全省工程建设领域复工复产
率 达 98.26% ，人 员 到 岗 率 达
95.66%，建筑业生产秩序基本得到
恢复。

我省建筑业总规模
连续14年全国第一

高标定位

高点谋划

高位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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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6 月 25 日电 今年
5 月，旅居荷兰的大熊猫“武雯”喜诞
幼崽。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
彭丽媛同荷兰国王威廉-亚历山大
和王后马克西玛就此互致贺信。

习近平和彭丽媛在贺信中表示，
熊猫幼崽是中荷友谊的美好结晶，是
双方致力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的

重要成果，值得庆贺。新冠肺炎疫情
发生以来，中荷两国政府和人民互施
援手，书写了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
友好佳话。中方高度重视中荷关系
发展，愿同荷方一道努力，化挑战为
机遇，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双边交往
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新台阶。

威廉-亚历山大和马克西玛在贺

信中表示，大熊猫幼崽诞生让我们感到
欢欣鼓舞，新生命是荷中关系成果丰硕
的象征，也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作出
了贡献。荷方高度重视两国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合作。世界各国唯有团结协
作，才能战胜这场全球危机。荷中关系
基础牢固，荷方愿继续同中方携手应对
疫情影响，早日恢复双边正常交往。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就旅荷大熊猫
喜诞幼崽同荷兰国王和王后互致贺信

刚刚在南通闭幕的海上风电产业技术论坛吹来
新风——据测算，全球海上风资源技术可开发潜力
高达 1200 亿千瓦，可发电 42 万亿千瓦时，是 2040
年全球电力需求的11倍，全球风电产业迎来黄金发
展期。作为风电第一大省，我省加速探索推动海上
风电向深远海开发和海洋综合利用方向发展，打造
全维度风电产业链条，建设行业前沿基地，赋能高质
量发展。

逆风飞扬，风电产业“风景独好”

60%！这是今年 1 至 5 月份，南通风电装备产
业的增长率。在应对疫情冲击的大背景下，风电产
业逆风飞扬，拉出大阳线，可谓“风景这边独好”。

放眼未来，“风口”正在形成。“人类面临的能源
和环境困境，要求我们开启新能源的大航海时代。
海上风电就是属于新能源的那片新大陆。”中国可再
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秦海岩表示。

“包括中国在内，许多国家的风资源量足够实现
电力自给。”秦海岩说，在气候变化、空气质量、能源
安全等多重压力驱动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将目光聚
焦海上风电。近20年，全球海上风电装机容量年累
计增长率达43.2%，带动风电成本显著下降，英国海
上风电招标电价降至0.35元/千瓦时。

对经济大省江苏来说，发展风电产业更为紧
迫。“江苏能源资源对外依存度高，煤炭、石油、天然
气等都需要从省外调度。保障能源安全、强化能源
供应，成为我省能源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省发
改委副主任、能源局局长季鸣介绍，江苏把能源发展
主攻方向聚焦沿海丰富的风能资源，致力打造沿海
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经过多年努力，海上风电装机
容量达460万千瓦，规模全国领先。

业内人士认为，作为全球清洁能源的新竞争场，
海上风电有望带动我国形成万亿元级规模的海洋高
端装备制造产业集群。瞄准巨大的产业“风口”，我
省沿海城市纷纷加入“捕风者”行列。南通力争到
2022 年底，累计装机容量达近 800 万千瓦，风电产
业营业收入突破 1200 亿元。盐城力争今年风电装
机容量突破 750 万千瓦，其中海上风电装机 300 万
千瓦，打造千亿级海上风电产业基地。连云港正打
造亚洲最大风电设备生产基地。

转动“风车”，还需更大“风力”

从启东圆陀角出发，沿临海高等级公路一路向
北，海天之间，处处可见巨大的风车向海列队、迎风
转动。 ▶下转2版

我省沿海城市加速布局海上风电驭风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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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危机中育新机
于变局中开新局

我们的节日·

“这个广告牌是‘乡村振兴领航
员’施夕花来村里后帮助谋划设立
的。6 月初接下第一单业务，年租金
10 万元。”6 月 18 日，在丹阳市珥陵
镇中仙村，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
任谢明光指着 241 省道旁的一个高
炮广告牌向记者介绍。

在丹阳，像施夕花这样的“乡村振
兴领航员”共有76名，他们都是在退出
各自的领导岗位后，被选派到乡村的。

在丹阳市委书记黄春年眼里，
“乡村振兴领航员”好比实现乡村振
兴的又一把“金钥匙”：“丹阳正聚力
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亟需
一批有专业特长、创业热情和具备资
源整合优势的党员干部充实到乡村

一线，助力破解乡村人才振兴难题、
增强基层党组织活力，推进农业强、
农村美、农民富，提升新时代党全面
领导农村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创新选优，
“老骥”伏枥践行初心使命

“去年 5 月，得知市里要选派一
批退出领导岗位的干部到农村当‘领
航员’，我就主动报了名。”到中仙村
当“领航员”之前，施夕花在丹阳市交
通运输局工作。

来到中仙村后，施夕花与村里共
同梳理振兴的优势和短板，她发现中
仙村紧邻241省道，就建议建设高炮
广告牌， ▶下转4版

丹阳76名退出领导岗位干部下沉基层

“领航员”下乡，乡村振兴添新机

▶ 相关内容详见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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