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 8日，游客在黄山风景区排云亭游览。 当日，众多长三角等地区的游客来到黄山风景区避暑、旅游。
本报记者 潘成 摄

·十大新兴产业年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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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宗禾 记者 朱胜利 ）
8 月 8 日上午，省委书记郑栅洁主持召开省
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央统战工作会议和在新疆考察时的重要讲
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工作；听取粮食
安全有关报告反馈问题整改和我省耕地保
护有关情况汇报。

会议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
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为做好新时代统战工
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要认真学习领会，完整准
确全面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
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衷心拥护“两个
确立”，忠诚践行“两个维护”。 要充分发挥统
一战线服务中心大局的独特作用， 在促进要
素汇聚、畅通建言渠道、助力民生改善上下功
夫。 要推动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高质量发展，
支持民主党派深化政治交接， 维护民族宗教
领域和谐稳定， 加强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
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 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
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 推进
港澳台海外统战工作和侨务工作， 扎实做好
网络统战工作。 要加强党对统战工作的领导，
构建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门牵头协调、有关
方面各负其责的大统战工作格局。

会议强调， 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
记在新疆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完整准确
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 结合安徽实际抓
好贯彻落实。 要深入实施少数民族和民族聚
居地区“共同发展”聚力振兴行动，扎实推进
文化润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要坚持
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加强思想政治引领，深
化宗教事务治理，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
要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发挥学校主
阵地作用，加强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增
强安徽文化认同感。 要抓好“十四五”援疆规
划落地，持续做好促进就业工作，加强援疆干
部人才选配，扛牢对口援疆政治责任。 要扎实
推进乡村振兴，推深做实暖民心系列行动，科
学精准高效抓好疫情防控， 推动高质量发展
成果惠及民生。 要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
党，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加强基层党建，
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

会议指出，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各级党
委、政府必须扛稳的政治责任。 要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 高度重视粮
食安全有关报告反馈问题及我省自查问题，
注重举一反三，明确整改时限，实行清单化、
闭环式管理。 要坚决彻底进行整改，进一步加
强耕地保护，优化粮食储备布局，强化库点仓
储管理， 加快补齐粮食安全重点领域和关键
环节短板，不见实效，决不收兵。 要拉紧责任
链条，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各项规定，
加大对涉粮违纪违法问题查处力度，形成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

会议强调，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 要坚持严字当头，深化节约集约用地，坚
决止住耕地流失势头。 要注重长短结合，坚持实事求是，指导各地分年度制定实施方
案，稳妥有序找回“流失”耕地。 要加快推进“小田变大田”改革，切实提高耕地质量，
实现“田块变大、农田增量、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要强化共同责任，细化工作职责，
做到预防在先，不断提高耕地保护水平，坚决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坚定不移加快建设现代化美好安徽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专题研讨班上重要讲话

本报评论员

“未来 5 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搞好这
5年的发展对于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至关重要。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
接党的二十大”专题研讨班上，习近平
总书记回顾了党的十九大作出的两步

走战略安排， 在此基础上进行宏观展
望，强调要重点部署未来 5 年的战略任
务和重大举措。 全省上下要深入学习领
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踔厉奋
发、勇毅前行、团结奋斗，坚定不移加快

建设现代化美好安徽。
回望过去的 10 年，安徽实现了“总

量居中、人均靠后”向“总量靠前、人均
居中”的跨越发展，实现了“科教大省”
向 “科技创新策源地 ”的跨越发展 ，实
现了 “传统农业大省 ”向 “新兴产业聚
集地”的跨越发展，实现了“内陆腹地”
向 “改革开放新高地 ”的跨越发展 ，推
动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取得显著成

效。安徽的 10 年巨变，归根结底源于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

导， 源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正确指引。 安徽的 10 年巨
变， 也从一个省域印证了党和国家事
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发生的历史性
变革。

未来 5 年是安徽实现新的更大发
展的关键时期，我们既面临着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中部地区
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政策叠加机遇，
也面对着全球疫情影响和经济下行压

力的新挑战，必须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统一
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 坚定战略自

信，保持战略清醒，以更加饱满的激情
和更加昂扬的斗志，全面强化“两个坚
持”、全力实现“两个更大”，共同谱写现
代化美好安徽建设新篇章。

加快建设现代化美好安徽，要进一
步拓展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的时代要

求，把贯彻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
与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安徽提出的目

标要求结合起来，与“五个安徽”建设的
奋斗目标结合起来，在坚定不移推进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贡献安徽

力量。 要进一步研究现代化美好安徽建
设的阶段性安排，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
为中心，始终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治道路，始终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始终坚持加强和创
新社会治理，始终坚持全省域、全过程、
全方位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把党中央部
署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落到实处。

（下转 4 版）

郑栅洁在省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项工作会议上强调

抓细抓早抓实防范化解工作

努力营造安全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
程丽华出席

本报讯 （通讯员 宗禾 记者 朱胜

利）8 月 8 日下午，省委书记郑栅洁主持
召开省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项工作会
议，听取关于政治领域、意识形态领域、
对外工作等方面重大风险情况，研究部
署防范化解工作。 省委副书记程丽华，
省领导张西明 、张韵声 、郭强 、王翠凤 、
周喜安出席会议。 会上，各专项工作组
汇报了有关情况，与会同志进行了认真
研究讨论。

郑栅洁在讲话中指出，今年以来，全

省各级各部门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
和省委工作要求，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
做好保安全、护稳定、防风险各项工作，
保持了社会大局稳定。 但也要清醒地看
到，工作中仍面临不少风险挑战，要深刻
认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隐患的重要性紧
迫性，从衷心拥护“两个确立”、忠诚践行
“两个维护”的高度，坚持稳字当头、稳中
求进，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细
抓早抓实防范化解风险隐患各项工作。
要从全局性、 系统性角度增强风险预判

和处置能力， 分步骤分领域开展全面严
密的排查，对排查出来的风险隐患，清单
化、闭环式管理，做到发现一个、解决一
个、及时清零，把问题和风险消除在萌芽
状态。 要加强专项攻坚，紧盯关键人、防
住关键事、管在关键时，依法依规研判处
置风险隐患，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产业
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维护意识形态安全
等工作，强化社会面整体防控，确保社会
大局安全稳定。要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
经常性开展模拟推演和实战演练， 堵塞

漏洞，补齐短板，确保一旦发生重大突发
案事件，能够科学专业、有力有效处置到
位。 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按照“属地管
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和“条块
结合、以块为主”原则，形成纵向到底、横
向到边的责任链条， 主要负责同志要亲
力亲为，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重大问题
实行专班专人专责， 一竿子插到底推动
各项措施落地见效， 坚决打赢防范化解
重大风险这场硬仗， 为党的二十大胜利
召开营造安全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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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就古巴发生储油罐燃爆事故向古共中央
第一书记、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致慰问电

新华社北京 8 月 8 日电 8 月 8 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古
巴发生储油罐燃爆事故向古共中央第一
书记、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致慰

问电。
习近平表示，惊悉古巴马坦萨斯省

发生储油罐燃爆事故 ， 造成重大人员
伤亡和财产损失 ， 我谨代表中国政府

和中国人民 ，并以我个人的名义 ，向遇
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 ， 向遇难者家属
和伤者致以诚挚的慰问 。 中方愿为古
方提供帮助。

“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
———习近平总书记引领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述评

今年以来，疫情形势延宕反复，国际
环境复杂严峻， 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
更趋艰巨繁重。

“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
安全，这是党中央的明确要求。 ”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
亿万人民勠力同心，坚持稳字当头、稳中
求进， 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工作，统筹发展和安全，疫情防控取得
积极成效，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成绩，在
高质量发展中赢得历史主动。

“最大程度保护人民生
命健康，也最大程度稳住了
经济社会发展基本盘”

7月中旬，2022年中国经济半年成绩
单公布， 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2.5%，二季度经济顶住下行压力实现正增
长。 与此同时，中国是世界主要大国中，新
冠肺炎发病率最低、死亡人数最少的国家。

承压前行，成绩来之不易。
面对世纪疫情和百年变局交织叠

加，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引领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全国上下众志成城，走过一段极不
平凡的历程———

年初 ，奥密克戎变异株席卷全球 ；
3 月份以来，迅速蔓延至我国大多数省
份……我们经受了一场武汉保卫战以来
最严峻的疫情防控考验。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
团结带领亿万人民打好统筹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之战。

3 月 5 日， 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
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

时， 明确要求：“突出口岸地区疫情防控
这个重点， 守住不出现疫情规模性反弹
的底线。 ”

4 天后，针对在多地扩散的疫情，习
近平总书记又作出重要批示： 当前疫情
发展很快，散发面广，染疫人数大增，务
必责成各有关部门和地方从严从紧开展
防控工作。

3月17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会议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始终坚
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科学精准、动
态清零，尽快遏制疫情扩散蔓延势头。 ”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各地区各部门
各方面要深刻认识当前国内外疫情防控
的复杂性、艰巨性、反复性，进一步动员
起来，统一思想，坚定信心，坚持不懈，抓
细抓实各项防疫工作。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全国各地区各部门全力以赴， 毫不动摇
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从严从细筑牢
疫情防控屏障：深圳、吉林等地沉着有力
迎战疫情；抽调 22 个省份 3 万余名医务
人员和重症专家，军队派出 5000 多人医
疗队，全面支持上海疫情防控工作，上海
全市上下不断提升疫情防控能力， 持续
优化防控举措；北京坚持以快制快，采取
果断措施抓好疫情防控……

4 月 10 日至 13 日， 习近平总书记
在海南考察时强调 “坚持就是胜利”，并
要求“要克服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
心理、松劲心态”。

今年以来，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
期转弱“三重压力”持续显现，国内疫情
反弹、 乌克兰危机等超预期因素冲击陡
然增加，中国经济稳定恢复受到冲击。

（下转 3 版）

上半年，皖北承接产业转移集聚区引进沪苏浙在建亿元以上项目562个———

结对合作 皖北振兴动能强劲
■ 本报记者 王弘毅

携手沪苏浙、振兴大皖北，协调发展
的新动能加速释放。去年以来，我省以加
快打造皖北承接产业转移集聚区为突破
口，以结对合作帮扶为平台纽带，增强欠
发达地区发展动能。今年上半年，皖北承
接产业转移集聚区引进沪苏浙在建亿元
以上项目 562 个， 实际到位资金 1091.1
亿元、同比增长 29.9%。

欠发达地区要实现高质量发展，产
业是最重要的“引擎”。

今年以来，皖北承接产业转移集聚区
产业发展持续提质升级。 上半年，集聚区
强化创新载体建设，助力科技成果转化运
用，提升产业发展水平，培育省级智能工

厂11家、数字化车间41个、省级绿色工厂
21家；滚动实施50个工业强基项目，实施
亿元以上重点技术改造项目198项； 创建
国家企业技术中心1家， 组建省工程研究
中心15家， 高新技术企业总数达到1944
家，吸纳技术合同成交额120.52亿元。

如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成为
振兴皖北的重大机遇， 更是 “与高手共
舞、与伙伴共赢”的有力平台。

一批批重点合作事项签约，“结对合
作之手”越握越紧。去年 12 月，国家发展
改革委印发 《沪苏浙城市结对合作帮扶
皖北城市实施方案》，上海 3 个区、江苏
3 个市、浙江 2 个市，对口合作帮扶我省
8 个市。 其中就包括了徐州与淮北。

既是“好邻居”，也是“好伙伴”。今年

3 月 1 日，S101 徐淮快速通道建设工程
南段正式通车， 位于淮北市段园镇境内
的北段正在按照节点紧张施工， 预计今
年底可实现全线通车；3 月 1 日 ， 经淮
北、徐州两市会商，政务服务“跨省通办”
在淮海经济区跨省通办专区率先开通上
线；4 月 16 日，总投资约 50 亿元的江苏
金彭集团新能源动力电池包项目落户淮
北市杜集区……联结更紧密， 来往更频
繁，合作更深入，随着一批合作事项落地
见效，两市的区域协同发展按下了“快进
键”、跑出了“加速度”。

这样的深度合作， 在蚌埠与宁波之
间，效果也十分显著。5月12日，一列满载
光伏组件、 轮胎和玻璃制品的铁海联运
班列从蚌埠货运站开出， （下转 4 版）

数字创意产业项目推进成效显著
上半年签约开工投产项目1035个，同比增长6.3倍

本报讯（记者 张理想）记者从近日
召开的全省数字创意产业工作调度会上
获悉，上半年，全省数字创意产业大力实
施 “双招双引”， 项目推进成效显著：签
约、开工、投产项目总数1035个，同比增
长6.3倍 ；总投资金额2730亿元 ，同比增
长2.5倍。 其中，已开工项目数、在谈项目
数均居全省十大新兴产业第一位。

上半年， 全省数字创意产业已签约
项目 352 个、同比增长 9.1 倍，投资金额

1367 亿元、同比增长 3.2 倍；已开工项目
505 个、同比增长 4.4 倍，投资金额 1008
亿元、同比增长 1.2 倍；已投产项目 178
个、同比增长 13 倍，投资金额 355 亿元、
同比增长 38 倍。 上半年，芜湖市数字创
意产业签约项目 60 个、 签约项目金额
524 亿元、投产项目 23 个，3 个指标均居
全省第一位。 （下转 4 版）

·长三角扎实推进一体化发展·

（相关报道见 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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