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月 12 日 ，位于合
肥市肥东县循环经济示
范园内的合肥协鑫集成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首
批高效光伏组件下线。作
为全球单体最大的光伏
组件生产基地，项目达产
后 年 产 高 效 光 伏 组 件
60GW，将促进合肥光伏
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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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对老龄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贯彻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让老年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安享幸福晚年

在重阳节来临之际向全国老年人致以节日祝福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3 日电 在中国传统节日重阳节

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对老龄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代表党中央祝全国老年
人健康长寿、生活幸福。

习近平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并切实做

好老龄工作， 贯彻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把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
程，加大制度创新、政策供给、财政投入力度，健全完善
老龄工作体系，强化基层力量配备，加快健全社会保障
体系、养老服务体系、健康支撑体系。

习近平强调 ， 要大力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 ，落
实好老年优待政策 ，维护好老年人合法权益 ，发挥好
老年人积极作用 ，让老年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安享
幸福晚年 。

习近平同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视频会晤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3 日电（记者 杨

依军） 国家主席习近平 10 月 13 日同德
国总理默克尔举行视频会晤。 双方在友
好的氛围中回顾近年中德、 中欧关系发
展并就相关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习近平积极评价默克尔任内为推
动中德、中欧关系发展所作的贡献。 习
近平指出 ，“人之相识 ，贵在相知 ；人之
相知，贵在知心”。 这句话，既是对我们
多年深入交往的很好诠释，也是过去 16
年来中德关系保持平稳健康发展的重

要经验。 中国人重情重义，我们不会忘
记老朋友， 中国的大门随时向你敞开。
希望你继续关心和支持中德、中欧关系
发展。

习近平强调，我们多次就双边关系、
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 治国理政经验等
深入交流， 共同推动了双边关系向前发
展，推动了中德合作应对全球挑战。中德
本着互利合作精神， 发挥两国经济互补
性，实现了共赢。中国和德国自身发展得
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也更大。 这证明，

国与国之间完全可以避免零和博弈，实
现互利共赢， 这是中德关系应该牢牢把
握的主基调。 明年是中德建交 50 周年。
双方关系发展何去何从， 保持正确方向
至关重要。 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
角度看待中德关系， 愿同德方保持高层
交往，增进相互了解和人民友谊，深挖传
统领域合作潜力，积极开拓能源转型、绿
色和数字经济等务实合作新领域， 推动
中德合作走深走实。

（下转 4 版）

习近平将出席第二届联合国
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

新华社 北 京 10 月 13 日 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13 日宣布 ：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 10 月 14 日

以视频方式出席第二届联合国全
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并发表
主旨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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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吴量亮）按照中央全面依法
治国委员会统一部署，10 月 12 日，中央依法治
国办第四督察组进驻安徽， 就法治政府建设开
展实地督察。 13 日上午，我省召开工作汇报会，
督察组组长李少平出席会议并讲话， 省委书记
郑栅洁会前就接受督察作出批示， 省长王清宪
主持会议并作表态发言。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张韵声汇报我省工作情况。 中央依法治国办第
四督察组全体成员，省领导刘明波、董开军、陈
武出席会议。

李少平在讲话中强调， 开展法治督察是推
动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走深走实的重
要举措，是践行法治为民、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
有力抓手， 是加快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是强化领导干部履行法
治职责的关键一招。 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中央安排部署上来， 更好发挥法治政府建设
在法治国家、法治社会建设中的示范作用，不断
增强人民群众在法治领域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李少平通报了此次督察目的、工作重点和
要求，指出督察组将坚持问题导向、结果导向，
紧紧围绕督察要点，紧扣主题主线，紧抓重点任
务，紧盯突出问题，全面了解安徽加强法治政府
建设、解决法治领域突出问题等情况。希望安徽
加强协调配合，凝聚各方合力，共同完成好这次
督察工作， 推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重大决策部
署在安徽落地见效。

郑栅洁在批示中指出， 此次中央督察是对
我们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 加强法治政府建设
的全面体检和精准指导。 要把做好支持配合作
为政治任务、作为提升工作质效的有利契机，全
面认识到位、整改落实到位、服务保障到位。 要
持续推动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走深走
实，用足用好督察成果，巩固教育整顿成果，深化
体制机制改革，着力打造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
法严明、公开公正、智能高效、廉洁诚信、人民满
意的法治政府，更好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助推
社会高效能治理，守护群众高品质生活。

王清宪在发言时表示，要提高政治站位，从
践行“两个维护”、胸怀“国之大者”的政治高度，
深刻认识督察工作的重要性、严肃性，深刻认识
督察对推动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意义，积极、主
动、自觉接受督察。要全力支持配合督察组开展
工作， 切实做好服务保障， 对督察组指出的问
题，照单全收、建立台账、迅速整改、及时反馈。
要充分运用督察成果， 坚持依法治省、 依法执
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安徽、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不断提升
安徽法治工作水平。

会前，王清宪会见了督察组一行，介绍了我省近年来法治政府建设及履行
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等情况。

丰富精神食粮 满足美好生活新期待
■ 本报记者 张理想

走进大剧场观看精彩的文艺演出，跟着社区文化
中心老师学习书画艺术，坐在村头的农家书屋里享受
阅读时光……从淮北到江南，一个个文化场馆拔地而
起，成为城乡群众身边举步可就的“文化会客厅”。

省第十次党代会以来，我省不断推出文艺精品力
作，持续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深入实施文化惠民
工程，为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新期待提供丰富的
精神食粮。 在全面小康的幸福大道上，江淮儿女不仅
收获物质的富足，更获得文化的充实、精神的享受。

优秀文化成果竞相涌现
近日，安徽乐团创排的大型交响音乐会 《八月桂

花》在安徽大剧院隆重上演，通过展现大别山风土人
情，再现革命战争年代，千千万万英雄儿女在党的领
导下为民族求生存、为国家求独立的光辉历程，精彩

演出赢得观众阵阵热烈掌声。
“跟随音乐，回溯党的辉煌历史，追寻英雄的红色

记忆，让我和家人都收获了满满感动。 ”合肥市民何雅
琴带着父母聆听音乐会，她兴奋地说，由于演出参与合
肥市高雅艺术文化惠民活动，3 张套票只需 60 元。 “如
今在合肥就能欣赏高水平的演出， 我已经很多年没去
南京、上海的剧场了。 ”

从交响音乐会《八月桂花》到音乐剧《龙潭三杰》，
从黄梅戏《共产党宣言》到话剧《今夜星辰》，近年来，安
徽演艺集团着力打造彰显徽风皖韵和时代特征的党史
题材文艺作品。 集团总经理李梅梅介绍：“我们深入挖
掘安徽红色文化资源，推出‘艺术党课’系列作品，将艺
术欣赏与党性教育完美结合， 进一步创新党课教育形
式载体，尤其受到党员干部和青年学生欢迎。 ”

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在精神文化方面日益增长的
需求，让百姓共享文化发展成果，始终是文化发展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 省第十次党代会以来，我省着力推

动文化繁荣发展，为人民群众擦亮全面小康的文化底
色。 文化战线深挖江淮文艺富矿，徽风皖韵绽放时代
芳华，精品力作喷涌而出。 广播剧《板车女孩》《小岗新
传》、歌曲《多想对你说》《走在小康路上》、电视剧《黄
土高天》、电视动画片《大禹治水》、图书《经山海 》，在
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评选中，“文
化皖军”硕果累累，7 部作品荣获“优秀作品奖”。

公共文化设施覆盖城乡
嘹亮的歌声向祖国母亲献上由衷祝福， 飒爽的舞

蹈展现农民的幸福心声。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来安县
施官镇综合文化服务中心举办“庆国庆 颂祖国”文艺
演出活动， 农民自编自导自演的节目吸引众多乡亲前
来观看。顿邱村村民蔡莎莎说：“在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我们不仅能来跳舞、看书、下棋，还能欣赏精彩演出，文
化娱乐生活越来越丰富！ ”

（下转 4 版）

张昌尔在驻肥部队院校、
合肥学院调研时指出

打造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应用型大学
为建设现代化美好安徽提供有力支撑

本报讯（记者 李浩）10 月 13 日上
午， 省政协主席张昌尔赴解放军陆军
炮兵防空兵学院、 国防科技大学电子
对抗学院和合肥学院调研。他强调，要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
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部署要求，发挥
人民政协独特优势， 聚焦打造特色鲜
明的高水平应用型大学， 深入调查研
究，认真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
建设现代化美好安徽提供有力支撑。

张昌尔深入解放军陆军炮兵防空
兵学院、 国防科技大学电子对抗学院，
详细了解学校光荣历史，并参观相关科
研场所。张昌尔对两所学校近年来取得
的成就表示祝贺，希望学校进一步培养
一流军事人才，为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
化提供人才、科技支撑。 他强调，省政协
将继续发扬双拥光荣传统，积极做好各
项服务保障工作，切实为学校和官兵办
实事、解难题，支持学校创新发展。

张昌尔来到合肥学院，参观中德合
作成果展览，认真听取合肥学院中德合
作办学、 推进产教融合等情况的介绍。
张昌尔十分赞赏该校坚持 “地方性、应

用型、国际化”办学定位，不断优化同新
发展格局相适应的教育结构、学科专业
结构、人才培养结构的办学思路。 他指
出，安徽建设“三地一区”需要大量应用
型人才，要坚持立足地方，以服务地方
作为重要使命，主动对接地方发展战略
和产业发展布局，更好服务地方高质量
发展。 要突出应用定位，按照市场需求
设置特色专业，深化课程体系和教学内
容改革，构建高标准的应用型人才培养
体系。 要深化开放合作，擦亮中德教育
合作示范品牌，借鉴国际经验，进一步
彰显办学特色和对外影响力。

位于合肥学院的巢湖研究院是支
撑巢湖治理与保护的思想智库和技术
平台。张昌尔调研该院时，专家们正在
举行学术讨论会， 他与科研人员面对
面交流，详细了解科研成果情况。他指
出， 要强化对巢湖保护和绿色发展的
研究力度，开展协同技术攻关，探索长
远治本之策， 着力把巢湖打造成为合
肥最好名片。

解放军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院长
蔡宏伟、政委冯奕陪同调研。

巡察解忧 吃水不愁
■ 本报记者 李浩 本报通讯员 汪翊堃

“你们巡察过后，现在自来水不停水了，感谢你们解
决了村民的吃水难题。 ”日前，绩溪县委第二巡察组组长
胡黎斌回访瀛洲镇燎原村， 村民胡大姐拧开水龙头，看
着流出的清水，村民胡大姐打心眼里高兴。

绩溪县委第二巡察组进驻燎原村开展村级巡察“回
头看”。 在汪村组走访入户时，有村民反映自来水经常停
水、断水。 饮水是最基本的民生，胡黎斌高度重视这一线
索，直奔村自来水蓄水池核实情况。 一路上他看见原本
应该埋在地里的水管暴露在外，还有几处破损的地方滋

滋地喷出“小喷泉”，蓄水池也快见底。
看完现场后，胡黎斌通知镇村相关领导来到蓄水池

现场，详细了解事情缘由。 原来，去年 7 月初的洪水，冲
毁了村里的自来水水池和水管，之后村委会也立即组织
人员对水池和水管进行了抢修，恢复了供水。 但因为是
抢修的，没有申报相关项目，所以有些水管到现在还在
漏水，导致村里有时候会存在间断性缺水现象。 “这件事
必须立即着手解决！ 饮用水问题是群众关心的大事，一
定要保障供应！ ”发现问题立行立改，巡察组明确要求镇
村认真抓好整改落实。

“去年水灾之后，我担心申报项目多了会出纰漏，所

以就用村自有资金小修小补了一下，能应付群众生活就
没上报镇里。 现在想来， 这也是我为民服务不够的体
现。 ”村书记在现场诚恳地表了态。 随后，镇村干部结合
实际拟定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并现场确定了大家的分
工。 村委会立即组织村民对自来水池进行修复并更换
200 余米水管，在 8 月底前彻底解决了燎原村汪村组 10
多户 40 多位村民的饮水问题。

除了解决燎原村的饮水问题， 巡察组走村入户，访
民情、解民意，立行立改解决了群众反映强烈的难点问
题 4 个，村庄道路亮化、机耕路平整……一系列为群众
办实事的举措得到村民们的点赞。 “群众利益无小事。我
们推动巡察向基层、一线和群众身边延伸，根本目的是
要解决群众的急事难事烦心事。 下一步，县委巡察机构
开展巡察工作要多坐村民的宽板凳， 精准发现问题、解
决问题，真正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 ”绩溪县委巡察办
负责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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