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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7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日前同阿根廷总统费尔
南德斯互致信函，就两国携手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交
换意见。

习近平强调，面对疫情，中阿人
民同舟共济、相互支持，体现了两国
人民的深厚情谊。当前，中国和阿
根廷等拉美国家都面临抗疫情、稳

经济、保民生的艰巨任务。中方愿
继续同阿根廷积极开展抗疫合作，
并向阿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习近
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阿方为维护
国家稳定和发展所作出的努力，愿
深化两国各领域友好交流和务实合
作，推动中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
得更大发展。

费尔南德斯表示，感谢中国政

府和人民为应对疫情所付出的巨
大努力和在国际抗疫斗争中发挥
的领导作用，特别感谢中方向阿根
廷伸出援手。患难见真情，值此特
殊时刻，我们深切感受到阿中友谊
之深厚。我坚信，我们正在开启两
国关系的辉煌时期，阿中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及多边合作将得到进一
步深化。

习近平同阿根廷总统互致信函
就携手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交换意见

7月，苏州市吴江区将迎来一波
“人才流”。2020年吴江国际精英创新
创业洽谈会将于7月10日开幕，围绕
5G产业、智能制造、大数据及互联网、
半导体、光电子、生物医药、纺织新材
料等领域，邀请高层次人才带项目、带
技术、带资金来吴江创新创业，共享长
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带来的新机遇。

作为吴江持续打造的国际性招
才引智平台，吴江国际精英创新创业
洽谈会自举办以来，累计吸引625个
创新创业项目落户吴江。吴江用好
这一平台，在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中，广泛积蓄“第一资源”，打造世界
级“创新湖区”。吴江区委书记李铭
说，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

区建设启动后，吴江紧紧抓住创新要
素加速流动的新机遇，积极拥抱“人
才红利”，持续提升创新浓度，引领和
助推吴江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C
位”中跑出“加速度”、增强显示度。
改革开放以来，吴江就一直走在抢抓

“人才红利”的前列。从率先利用“星
期天工程师”， ▶下转5版

紧抓国家战略机遇建设人才创新集聚区

“第一资源”引领吴江更上层楼

在江苏版图中谋划淮安发展定
位，充分发挥淮安资源禀赋优势，全
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迈上新台
阶，努力当好江苏这个发展“快班”
中“特长生”。日前，淮安市委书记
蔡丽新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淮
安将进一步对标对表、细化措施，抓
紧抓牢一系列国家战略机遇，确保
与全省同步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为全省发展大局多作贡献。

不靠“临摹”靠“创作”，
抢占发展制高点

记者：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很大的挑
战，淮安怎样确保与全省同步高水
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蔡丽新：淮安是周恩来总理的家
乡，全省全国人民都关心关注淮安发
展，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打好小康建设
收官攻坚战。根据初步测算，2019年
我市小康综合实现度达93.9%，较上
年提升2.3个百分点。疫情给经济社
会发展带来很大冲击，但全面小康建

设是一个历年积累的过程，我们已经
过一段“耐力跑”，在冲刺阶段受到一
些外部干扰，但就我们已打下的基础
和获得的成绩而言，影响有限，只要
我们付出更多努力，就一定能交上圆
满答卷。我们将进一步细化措施，抓
重点、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确保与
全省同步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抓重点，让小康基础更坚。聚
焦实体经济发展，在优化产业体系、
壮大民营经济、引导企业转型等方
面构建更加完备的制度体系、政策
体系、服务体系，形成更多具有竞争
力的现代产业集群，培育构建以骨
干龙头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高成长性企业为主体的企业梯
队，全面构筑小康建设强劲支撑。
同时全力推进招大引强项目攻坚，
集聚更多优质资源要素。近期我们
谋划开展一系列招商引资活动，取
得实实在在效果，总投资超百亿元
的红星美凯龙爱琴海购物公园项目
成功落户，与中建集团签订战略合
作协议、该集团计划在淮安投资

600亿元，与中铁快运、省铁路集团
达成共建淮安高铁快运物流基地协
议，等等。这些项目成功落户或签
约，不仅对稳住基本盘、提振发展信
心起到很大作用，而且对淮安长远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扬优势，让小康质量更高。省
委书记娄勤俭提出苏北不要做跟跑
者，要开辟城市发展的新路。淮安
要做江苏高质量发展的“特长生”，
持续放大特色优势。淮安是运河枢

纽，水运是长项。淮安是苏北的地
理中心，公路运输也是长项。此外，
航空货运枢纽在有力推进，高铁在
逐渐形成区域性枢纽，高铁快运物
流基地在江苏也是第一家布局。淮
安还是全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米
袋子、菜篮子优势明显，食品工业过
了千亿级。我们还要站在全省全国
乃至全球角度思考先进制造业下一
步发展方向和重点，着力打造特色
产业集群。 ▶下转6版

做江苏高质量发展快班的“特长生”
——访淮安市委书记蔡丽新

市委书记纵论高水平全面小康建设
聚力强富美高 决胜全面小康

“淮安人杰地灵，把周总理的家
乡建设好，很有象征意义。”习近平总
书记2013年在全国两会江苏代表团
审议时如此深情嘱托。当前，建设好
周总理家乡，打好小康建设收官攻坚
战，就要立足资源禀赋和发展实际，
发挥“特长生”的优势，奋力推动淮安
高质量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一个地方的发展，关键在于找
准路子、突出特色。特色优势持续
放大的过程，往往也是地方全面小
康质量水平不断提升的过程。相比
于南京、苏州、无锡等全省高质量发

展“快班”中的“尖子生”，淮安有差
距，但也有自己的特色亮点。这些
特色亮点体现在区位、产业、生态
上，也体现在战略机遇、政策机遇
上。立足区位优势发展枢纽经济，
立足农业优势发展特色农业，立足
生态优势发展文旅产业，当好淮河
生态经济带的龙头，擦亮淮昆台资
产业合作园名片……淮安做好特色
文章，放大自身优势，争当江苏高质
量发展“快班”中的“特长生”，大有
可为也必将大有作为。

▶下转6版

扬特色优势 探发展新路
本报评论员

本报讯 （记者 吴 琼） 7月 7
日，省委副书记、省级副总河长、长
江干流江苏段河长任振鹤在南京巡
河并调研防汛抗灾工作。他强调，
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

“两山”理论，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按照
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科学系统
推进长江保护工作，全面落实防汛
抗灾各项措施，做好美丽江苏水文
章，以环境改善、安全度汛的实际成
效造福人民。

任振鹤先后来到南京滨江规划
建设展示中心、金川河、燕子矶地区
入江支流北十里长沟等地，实地查看
长江大保护情况。“今年底能不能全
面消除劣Ⅴ类水？”“河长制落实情况
怎么样？”任振鹤问得仔细。他指出，
保护好长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

责任和使命担当，要突出抓好沿江环
境问题整改，推动沿江产业转型提
升，科学修复长江生态系统，持续改
善长江环境质量。要聚焦打赢打好
碧水保卫战、河湖保护战，全面落实
河长制，持续发力、久久为功，一河一
策、标本兼治，科学治理、精准治理，
全面系统依法高效监管，以实干担当
精神把“水韵江苏”这一亮丽名片擦
得更亮。当前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指示要求，坚决落实好长江

“十年禁渔”重大任务，切实做到应禁
全禁、应退全退、标本兼治、长效管
理，为长江大保护作出应有贡献。

近期长江流域持续强降雨，我省
正处于防汛关键时期。从建邺鱼嘴
湿地公园到下关滨江风光带，从外秦
淮河入江支流到武定门水利枢纽，任
振鹤一边查看， ▶下转2版

任振鹤在南京巡河并调研防汛工作时强调

全面治河护江更好利安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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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7日，江苏省2020
年普通高考语文和数学科目
开考，安全平稳顺利。今年
全省共有34.8万名考生报
名参加普通高考。全省共设
279 个考点、10566 个考
场、1034个备用隔离考场，
3.3万人参加考务工作。全
省共为126名符合条件的高
考残疾考生提供相应的合理
便利措施。

图为昨日，在东海县第
二中学考点，高三考生满怀
信心地摆出“录取吧”手势。

王 拓/文 张开虎/摄
视觉江苏网供图

我省高考首日安全平稳顺利我省高考首日安全平稳顺利

▶ 相关报道详见 3版

根据农业农村部的通告，今年1月1日零时起，
长江流域的重点水域将分类分阶段实行渔业禁捕，

“长江禁渔10年政策”落地。
省政府3日印发相关通知，明确长江干流江苏段，

滁河、水阳江、秦淮河等重要支流和石臼湖等通江湖泊
暂定实施10年禁捕，禁捕期内，生产性捕捞和娱乐性垂
钓全面禁止，做到无捕捞渔船、无捕捞网具、无捕捞渔
民、无捕捞生产，明年1月1日前，实现清船、清网、清湖。

连日来，记者在苏南多地采访，实地探访作为
“鱼米之乡”的江苏各地，如何筹谋用10年“无渔”换
年年“有鱼”。

禁得住，斩断利益链倒逼源头“无渔”

7日一早，记者从无锡纺工码头登上一艘渔政
船，前往太湖梅鲚河蚬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
区。船行20分钟左右，除了领航船，江上看不到一
艘渔船。省渔政总队总队长王新勇指着远方一座乌
龟形状的山体告诉记者，从乌龟山到拖山之间10万
亩水域正是保护区所在，乌龟山上设有雷达，增设

“电子围栏”，检测、震慑非法围捕者。
在烟波浩渺的太湖，有3个这样的国家级保护

区，占太湖面积1/8。太湖每年9月开捕，次年2月
起禁捕。根据我省最新出台的禁捕退捕实施方案，
省内34个国家级、省级水生生物保护区实行常年禁
捕，水生生物保护区所涉湖泊其他水域年底前全面
退捕，意味着未来太湖从季节性禁捕进入全面禁捕。

“无锡既要管辖35公里长的长江江阴段江域，
也要管辖330平方公里的太湖水面，禁渔压力很
大。”无锡市公安局副局长薛俊仁说，光今年该局就
对非法捕捞犯罪活动立案侦办17起。

记者从省渔政总队了解到，今年长江禁渔以来，
全省各级渔政执法机构组织开展日常巡护和专项行
动1000多次，出动执法人员7300余人次、执法船艇
1200余艘次，查处违法违规案件200多起，没收渔
获物700多公斤。“面对屡禁不止、不断翻新的非法
捕捞行为，必须加强与农业农村、渔政、海事、市场监
管等行政执法部门的联动。”薛俊仁说。

“只有斩断产销链、摧毁利益链，才能真正‘禁
得住’。”无锡市市场监管局局长许伟英说，因为

“严打”，如今生活中已基本找不到挂着“野生江
鲜”“正宗江鲜”牌子的店面，未来还需强化对销
售、养殖环境的监管，杜绝野生鱼虾夹杂销售，倒
逼源头“无渔”。

退得出，让上岸渔民生活无虞

常熟市浒东新村村民郭振祥家世代打渔为生，
这些年亲眼看着常熟浒浦港从上世纪90年代“一个
潮水就能带来四五斤虾”，到出一次船抓不到几条鱼
的全过程，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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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顾介铸 卢佳乐 张建荣）
6月下旬，位于泰兴经济开发区的惠
生（泰州）新材料产业园一期项目现
场，塔吊林立，600多名工人参与项
目建设，31个主项加紧施工。惠生
新材料产业园是新材料领域知名企
业惠生集团在国内建设的第一个研
发、生产战略基地，主要生产各种高
耐热性、高稳定性化工新材料，项目
占地600亩，总投资45亿元。

聚焦产业链招大引强，力推优质
项目及创新要素集聚，成为泰兴各个

园区的共同追求。今年前4个月，全
市累计新签约1亿美元或10亿元以
上项目6个，在建项目27个，一批大
项目为泰兴高质量发展赋能提级。
在江苏省2019年度高质量发展总结
表彰大会上，泰兴荣获“2019年度推
进高质量发展先进县市”。近期公布
的“2020中国县域经济100强”榜单
上，泰兴位居第28名。泰兴留学回
国人员创新创业园，近日成功入选江
苏留学回国人员创新创业示范基地，
将获得一次性资金资助100万元。

“全市上下牢固树立新发展理
念，扎实推进项目质效大提升，奋力
实现‘拼进全省八强’的目标任务，力
争到2022年，泰兴主要经济指标持
续稳定在全省八强。”泰兴市委书记
刘志明表示。

项目质效大提升 聚力创新快转型

泰兴锚定“全省八强”新坐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