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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好先手棋，开创发展新局面
——记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
人民日报记者 杜尚泽 朱思雄 新华社记者 张晓松
八月的江淮大地，骄阳似火。
8 月 18 日至 21 日，习近平总书记
深入安徽考察调研，
并在合肥主持召开
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
此次考察，两大重点：一是防汛
救灾和治河治江治湖，二是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
入汛以来，长江、淮河、巢湖等一
度处于超警戒水位。安徽南北三线作
战，防汛救灾任务艰巨。如何加强防
汛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加强淮河和
巢湖治理，加强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
复，
习近平十分关心，
尤其惦念灾区群
众，
“这是我最牵挂的事情之一”
。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重大
国家战略以来，取得了哪些进展，面
对新形势新任务如何育新机、开新
局，习近平总书记实地调研、掌握最
新情况。
“长江经济带的上游、中游地
区我都看过了，并开了座谈会，这次
要到下游看看，也开个座谈会。”
国内外形势纷繁复杂，安徽之
行，重在回答两大课题：
为了谁、依靠谁？
“ 人民”二字重
如千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 任何
时候我们都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都不能忘了人民这个根，永远做忠诚
的人民服务员。”

面对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
速演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最重要
的是必须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任
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

一、
治水之患，
兴水之利
2020年注定不平凡。疫情汛情叠
加，
一场又一场的大考。在全国防汛救
灾形势最吃紧的时候，
习近平总书记多
次研究部署，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安徽是汛情最严重的省份之
一。境内长江、淮河干流全线超警戒
水位，巢湖遭遇百年未遇高水位。王
家坝闸时隔 13 年再次开闸蓄洪，巢湖
主要圩口也实行了开闸分洪。入秋
后，持续浸泡的湖堤坝圩险情隐患增
多，防汛形势依然严峻。
这次到安徽，总书记就是要实地
察看灾区情况，看看灾区群众生产生
活恢复得怎么样。淮河之滨、长江岸
线、巢湖堤坝……炎炎烈日下，他辗
转奔波。
第一站，王家坝闸，被誉为千里
淮河“第一闸”和淮河防汛的“晴雨
表”。王家坝闸之下，是 180 平方公里
的蒙洼蓄洪区。如今，洪水退去，河

水波澜不惊，同 7 月 20 日的惊心动魄
形成鲜明比照。
当地负责同志向总书记汇报了
开闸蓄洪情况。
大雨滂沱，河水汹涌。王家坝闸
从警戒水位到保证水位只用了 51 小
时。7 月 19 日傍晚，他们接到开闸蓄
洪和撤离群众指令。风雨中，群众赶
牛羊、扛家当，扶老携幼……从指令
下达到蒙洼蓄洪区 2000 多位非安全
区群众全部转移安置，只用了 7 小时。
在王家坝防汛抗洪展厅，习近平
总书记仔细端详防汛图。60 多年来，
王家坝闸曾 16 次开闸泄洪。从 2007
年以来，这里一直安澜无事，如今要
一夜间撤离！蒙洼人发扬王家坝精
神，识大体、顾大局，舍小家、顾大家，
主动配合、紧急转移，为防汛救灾作
出重大贡献。
“虽然不少群众受了灾，但总的
看，一批重大水利设施发挥了关键作
用，防洪体系越来越完善，防汛抗洪、
防灾减灾能力不断提高，手段和资源
也越来越丰富，在科学调度下，不再
手忙脚乱。”习近平总书记要求，
“要
把 70 年来治理淮河的经验总结好，认
真谋划‘十四五’
时期的治淮方案。”

洪水浸泡过的田野还没有排干，
蒙洼已经开始复苏，尚未从防汛中喘
口气的乡亲们已经忙碌了起来。
附近的红亮箱包有限公司，是在
当地政府支持下办的一家扶贫车间。
在家门口就业，员工张丽每月能赚
2000 多块，还能照顾家。洪水来时，
她很担忧会不会淹了
“饭碗”
。在党委
和政府帮助下，
扶贫车间很快复工了。
总书记十分关心因灾致贫返贫
问题，详细询问扶贫政策、防汛补助
落实情况，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加大
扶持力度，帮助企业渡过难关，保障
受灾群众、贫困群众就业。
离开扶贫车间，他赶往蒙洼蓄洪
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看到
乡亲们在田里劳作，总书记下了车。
池塘里，
几位村民在采摘芡实；
退
水地块上，
乡亲们正在补种包菜。看到
总书记来了，
乡亲们兴奋地围了上来。
“我这次是专程来看望灾区乡
亲们，看看灾后恢复重建情况……”
总书记话音未落，大家就抢着汇报：
“请总书记放心！头伏萝卜二伏菜，
三伏饽饽种荞麦，水退到哪里，我们
就跟到哪里，种子就种到哪里，尽量
把损失抢回来。”
（下转第 2 版）

察，专程来马钢调研，勉励我们把自身改革发展同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有机结合衔接，力争上游。我们要在实际工作中
加以贯彻落实，围绕中国宝武优特钢精品基地定位，以钢铁
制造产业为基础，不断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
力。”
中国宝武马钢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魏尧说。
面对全球市场萎缩，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一面加紧
布局海外站项目，推进贸易链数字化，积极拓展国际市场；
一面通过市场整合、仓储建设，对接新经济业态，构建国内
大循环市场体系，促进内贸市场融通发展。
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赵文阁说，义
乌将依托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下转第 2 版）

本报讯 （记者刘勇）8 月 23 日，省委书记刘奇在南昌
会见了“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中央媒体采访团。
省领导赵力平、施小琳一同会见。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主题采访报道活动由中宣
部组织，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电总台等中央主要
新闻媒体参加。刘奇对采访团来赣深入采访表示欢
迎，对中宣部和中央新闻媒体长期以来对江西的支持
和帮助表示感谢。他指出，中宣部十分关心关注江西
工作，近年来先后组织开展《大江奔流》
《壮丽 70 年 奋
斗新时代》
《重走长征路》等系列重大主题宣传，多次组
织中央媒体深入江西开展采访。特别是在今年疫情防
控、防汛抗洪工作中，中央媒体采写了许多生动精彩的
好报道，讲述了很多感人至深的好故事，及时反映了江
西抗疫抗洪斗争情况，为推动江西改革发展发挥了重
要作用。
刘奇介绍了江西省情和经济社会发展态势。他指
出，江西是一片充满了红色记忆的红土地，在决战脱贫
攻坚、决胜全面小康的征程中，
江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推
动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各项事业取得新成就，江西
革命老区与全国各地一样发生了巨大变化，老区人民获
得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真理伟力，体现了中国共产党
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希望大
家深入一线，用脚力、眼力、脑力、笔力深刻反映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江西的生动实践，反映
革命老区的新变化新气象；反映老区人民万众一心、砥
砺奋进的精气神，进一步汇聚起一鼓作气决胜全面小康
的磅礴力量。
采访团领队高梅表示，今年以来，在统筹推进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抗击历史性大洪水中，江西有力
有效的举措、取得的成效让人印象深刻。采访团将聚焦
“决胜全面小康 决战脱贫攻坚”主题，创新报道方式、增
强宣传实效，以百姓身边变化、基层一线变迁为切入口，
生动讲述决胜全面小康的江西故事，生动体现老区人民
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刘 奇 会 见﹃走 向 我 们 的
小康生活﹄中央媒体采访团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合肥主持召开扎实推进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作出重要部署。
长三角三省一市干部群众表示，
要认真领会、
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抓
好重点工作，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断取得成效。
我国第一个车轮轮箍厂、第一套高速线材轧机……走
进中国宝武马钢集团展厅，一连串“第一”记录了这家老钢
铁企业的发展历程。
2019 年，中国宝武与马钢集团实施战略重组，培育具有
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钢铁企业。
“习近平总书记到安徽考

庚子年七月初六

省政协召开国家生态文明
试验区建设协商研讨会
姚增科主持并讲话
本报讯 （记者万仁辉）8 月 19 日，
省政协围绕“学鉴闽黔两省经验，助推
我省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以
“政协委员+政府干部+专家学者”形式
召开专题协商研讨会。省政协主席、
党组书记姚增科主持并讲话。省政协
副主席李华栋、谢茹、汤建人、刘晓庄、
陈俊卿、张勇、刘卫平、雷元江出席。
会议认为，绿色生态是江西最大
财富、最大优势、最大品牌。三年来，
我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西重要讲话精
神，坚持新发展理念，践行“两山论”，
统筹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高质量
发展，坚决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三大
保卫战，不但形成具有江西特色的生
态文明制度体系，积累一批可复制可
推广的江西经验，而且天更蓝了、地更
绿了、水更清了，人民群众有了实实在
在的获得感，探索走出绿色崛起的新

路子，应当全面总结，
充分肯定。
会议强调，生态文明是全省上下
共同参与、
共同建设、
共同享有的事业，
政协组织责无旁贷。助力全面完成试
验区建设目标任务，广泛凝聚共识，提
出重策实论，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
向与结果导向相统一，政协角度、政府
维度与专家深度相结合；
要善于在比较
学鉴兄弟省成功做法经验中扬长补短，
创新出新，
促使绿水青山转换为金山银
山，产生更大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
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在着力培
育绿色增长新动能，提升 GDP“含绿
量”
的同时，
要从经济、
政治、
文化、
资源
保护多个方面，
深刻认识制止餐饮浪费
的重要性、
紧迫性，
从每个委员做起，
推
动公民变绿色生活为内在素质、普遍
习惯、文化自觉，共同守护好风景、过
上好光景、赢得好前景。

政务下沉 数据上跑

持续复苏回暖

8月19日，
湖口县方大九钢公司生产线一派繁忙。今年以来，
九江市工业战线扎实做好
“六稳”
工作，
全面落实
“六保”
任务，
工业经
济持续复苏回暖。1至6月，
九江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0.3%，
其中，
湖口县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8%。
通讯员 张 玉摄

自强自立奔小康
本报记者 唐 燕
凌源村是赣州章贡区较为偏远
的山村，山清水秀，民风淳朴。许贤
桂就住在这里。
8 月 18 日 ，记 者 来 到 许 贤 桂 家
中。许贤桂向记者述说起村民过去
的苦：
“ 以前，这里的交通基本是靠
走。到镇上赶圩，得走两个小时。乡
亲们挑着辛辛苦苦种的农产品到集
市上卖，经常卖不到好价钱，有时卖
不掉还得辛苦挑回来，碰到刮风下
雨，就更难了。那时候，村里也没有
什么产业，大家的日子真是苦。外边
都说，有女不嫁凌源村。”
许 贤 桂 今 年 69 岁 ，没 有 成 家 。
2015 年，常年务农的他被纳入精准扶
贫建档立卡贫困户。虽然一直都是
一个人，但老许从不气馁，靠自己勤
劳的双手，改变贫困状态。
老许生活的改善要从 2016 年说

起。
“当时，
贫困户土坯房改造有3万元
补助。这样的好政策，
我可不想错过。
”
尽管建新房的心情很迫切，
但政策补助
再加上自己筹措的钱，
老许的资金仍有
缺口。老许下定决心：
尽量不请工人，
自己动手建房。为此，
他跑遍村里所有
会建房的工匠家，向他们请教如何打
地基、砌墙、铺地面。那段时间，村支
书甘毅正在建房，
老许便照学照做，
经
过一年多，终于把自己的土坯房改造
成了一层60多平方米的砖混房。
也是在 2016 年，凌源村开始实施
整村推进提升项目，大力推进农村环
境综合整治、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两
年时间里，该村先后修通了 3 条高标
准公路，
各村小组通硬化公路、
户户通
硬化入户路，村里还开通了到镇上的
公交车。路宽了，发展的路子也就宽
了。村里发展起了油茶、蔬菜种植和

畜禽养殖以及农产品深加工，打开了
新农村致富的一片天。
“现在路修得那么好，房子又在
马路旁，地理位置好，我想在家里开
一间小卖铺。”2017 年，老许向帮扶干
部聊了自己的想法。很快，在镇、村
的帮助下，老许申请到 1.5 万元无息
贷款。有了新希望，老许连忙添置了
货物架，进好货物，还买了冰柜，当上
了“许老板”。
“ 邻居都喜欢来我这买
东西，这几年，来村里旅游的客人多
了，小卖铺的生意还不错，每个月能
有几百元收入。”
老许说。
为了鼓励老许努力脱贫，
村里还为
他制作了一副木制对联——
“乐园硕果
惠党恩，
桂枝常开幸福花。
”
记者看到，
这副对联如今还挂在他家门口。正如
村里希望的，
老许脱贫致富的劲头更足
了。为了增加收入，
老许还在家里添置

了榨油机、
碾米机等设备。
“我们村里种
了油茶、水稻，村民将采摘的油茶籽、
收割的水稻送到我这里加工，我能收
取一些加工费。现在，我自己也种油
茶，
有了机器，
便民也利己。
”
老许笑着
告诉记者，
“这两年，我还养了鱼和鸡
鸭。村里乡村休闲旅游很火，
游客多，
我养的草鱼、
土鸡、
土鸭很畅销。
”
就这样，勤快的老许成为村里的
红人。许多村民都喜欢找老许聊脱贫
的法子。他还常与村里的贫困户交
流，
要自强自立，
不能做
“伸手派”
，
致富
要靠自己奋斗。
“如今扶贫政策好，
如果
自己再勤奋努力些，一定能过上好日
子。
”
这是老许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我还想赶时髦学电商，到时候
帮村民代销代购，带动大家一起脱贫
致富奔小康。”谈到未来的打算，老许
满怀希望。

高安基层党建“三化”落地开花
本报高安讯 （记者杨学文、张晨）
“只要报上手机号码，将户口本、身份
证、小孩出生证明等材料给中心工作
人员在机器上扫描，手机立刻就收到
短信通知。”8 月 18 日，高安市祥符镇西
湖村 57 岁的蓝龙胜见到记者说，他 8
月 7 日在村委会党群服务中心为孙女
办理社会保障卡，不到 10 分钟便办完
了。
“ 之前得坐一个小时公交车去市
里，既不熟悉地方也不熟悉人，现在村
里就能办了，心里更有底。”
和蓝龙胜一样，该市西湖村、碧落
山社区等 6 个村（社区）需要办理社保、
劳保、民政等民生政务事项的群众，自
8 月 1 日以来开始办事“熟门熟路不出
村”。百姓办事方便的背后，是来自高
安市基层党建标准化、规范化、信息化
“三化”
成果的运用。
今 年 以 来 ，高 安 在 推 进 党 建“ 三
化”建设过程中，针对村（居）民办事
“多地跑”；村（社区）办理无权限；基层
特别是农村以老年人、妇女和儿童为
主要群体，以及残疾人等行动不便的
弱势群体，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电脑等
问题，投入 70 余万元于 7 月底在全省
率先打造党建“三化”基层政务综合受
理平台。
政务服务综合受理平台对接村

（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相当于将高安
行政服务中心综合受理窗口搬到了基
层群众家门口。该市经过调查研究，
确定将 54 项基层群众最关心、办理最
频 繁 的 政 务 服 务 事 项 下 沉 至 村（社
区），由党群服务中心集中受理。其中
13 项可在村（社区）直接办理，其余 41
项由村（社区）受理，实行全程代办。
“需要代办的事项不需办事群众
操心，村（社区）工作人员受理后，会将
相关电子材料上传至上级部门审核办
理，办结后由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出证，群众只需在家等待手机短信通
知领证。”高安行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
服务向下沉，数据向上跑。一下
一上，结束了过去群众凡事要往镇街、
市区跑的历史，实现了群众办事“就近
能办、随时可办”，
只要进村（社区）一扇
门，跑综合窗口一个窗，找村干部一个
人，依托受理平台一张网，就能把下沉
的事项一次性办理好。目前，
该平台在
西湖村、
碧落山社区等 6 个村（社区）先
行试点，至今共办理政务服务事项 94
项，办结 56 项，
群众满意率达 100%。
据了解，目前该平台试点工作已
基本结束，并将于本月底在全市 359 个
村（社区）进行全面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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