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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5 月 13 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 5 月 13 日同克罗地亚共和

国总统米拉诺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

国建交 30 周年。

习近平指出，中克建交 30 年来，

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

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在双

方共同努力下，中克政治互信牢固，

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取得积极成果，

给两国人民带来了福祉。面对新冠

肺炎疫情挑战，中克携手抗疫，谱写

了两国友谊新佳话。

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克关系

发展，愿同米拉诺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

建交 30 周年为契机，巩固两国政治互

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共同引领中克关

系实现更大发展，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米 拉 诺 维 奇 表 示 ，克 中 建 交 以

来，两国各领域互利合作成效显著。

相信双方将继续携手努力，深化伙伴

关系，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

不断取得新成果。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克罗地

亚总理普连科维奇互致贺电。李克强

表示，中克务实合作富有成效，佩列沙

茨大桥、塞尼风电等互利共赢项目树立

了中克、中欧合作的典范。中方愿同克

方加强沟通交流，巩固传统友好关系，

拓展务实合作领域，不断推动双边关系

走深走实。普连科维奇表示，30年来，

克中关系深入发展。克方将进一步发

挥积极作用，推动克中关系不断取得新

成就，造福两国人民和子孙后代。

就中克建交30周年

习近平同克罗地亚总统米拉诺维奇互致贺电

5 月 13 日，省委、省政府召开高规格的大会，对深入实施

强省会战略推动南昌高质量跨越式发展进行推进部署。会

议突出强调省会城市在全省发展中的核心地位和重要作

用，鲜明表示对南昌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倾力支持，进一步释

放“怎么重视省会城市都不为过，怎么支持省会城市都不为

过”的信号，引导动员全省上下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形成合

力，深入实施强省会战略，加快提升南昌发展首位度和综合

竞争力，引领带动全省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万山磅礴，必有主峰。作为区域内发展要素的集中承

载地，省会城市在成为省域发展引擎方面有着先天优势，强

省会战略已形成广泛共识。省委、省政府历来高度重视南

昌工作，始终把支持省会发展摆在全省大局的重点位置来

抓。省第十五次党代会提出了实施强省会战略，省委书记

易炼红履新后首次赴设区市调研就来到南昌。《关于深入实

施强省会战略推动南昌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

施》和《南昌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方案》两个重磅文件，含金

量很高、措施很具体，进一步明确了实施强省会战略的“线

路图”和“任务书”。这些都充分体现了省委、省政府对加快

南昌发展、提升综合实力的期盼，对南昌示范带动、引领全

省发展的厚望。

省会强则全省强，省会兴则全省兴。近年来，南昌发展

取得了较大进步，发展潜能加速释放。但与江西周边地区

的省会城市相比，南昌还有较大差距，首位度还不高，对全

省及周边地区的引领辐射作用还偏弱，在全国中心城市中

竞争力还不强。进则赶超跨越、滞则掉队落伍，我省正处在

厚积薄发、爬坡过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如果南昌不进、

省会不强，那么江西之进、江西之强也无从谈起。特别是在

当前南昌受经济下行和突发疫情双重冲击影响的艰难时

期，亟待进一步提振信心、稳定预期。深入实施强省会战

略，其时已至，且刻不容缓，对于加快提升南昌辐射力带动

力、全面提升我省发展位势、推进全省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具

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号角已经吹响，攻坚正当其时。全省上下要按照省委、

省政府部署要求，找准突破口、把握关键点，突出创新驱动

强产业、提升城市功能强品质、深化改革开放强活力、创新

方式方法强治理、共治共建共享强民生，以点带面，全面提

速提质提效，加快提升省会南昌综合实力和竞争力。要深

刻认识实施强省会战略不是南昌市的“独角戏”，而是全省

的“大合唱”，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尽非常之功，凝聚强

大合力。南昌市要扛起省会担当，以“再打第一枪”的精神

和勇气，与最优者“对标”、与最强者“比拼”、与最快者“赛

跑”，以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新举措新成效，在“作示范、勇

争先”的进程中打头阵、当先锋、挑重担、作表率，在推进江

西高质量跨越式发展进程中展现英雄城风采。各地各部门

要把实施强省会战略作为义不容辞的分内之责，切实增强

全局意识、服务意识，关注南昌、支持南昌、助力南昌，对南

昌的各项支持性措施要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协同推动省会

做优做强做大。

勇担新使命，激扬新奋进。实施强省会战略的美好前景、目标任务、重点举

措和实现路径已经清晰。我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西重要讲话精

神，全力践行“作示范、勇争先”的殷殷嘱托，鼓足干劲、奋发进取，举全省之力深

入实施强省会战略，加快推进南昌高质量跨越式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江西提供强劲支撑，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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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魏星、刘斐）5月13日，

深入实施强省会战略推动南昌高质量

跨越式发展大会召开。省委书记易炼

红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西重要讲话精

神，聚焦“作示范、勇争先”的目标要

求，紧紧围绕打造“一枢纽、四中心”、

实现“两个大幅提升”，充分发挥南昌

区位优势、平台优势、人才优势、文化

优势、生态优势，只争朝夕、时不我待，

担当实干、强力攻坚，举全省之力、以

硬核之策深入实施强省会战略，加速

释放南昌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强劲动

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江西

提供有力支撑。

省长叶建春主持，姚增科、任珠峰、

史文斌、赵力平、孙菊生、秦义、陈小平、

罗小云出席大会。梁桂、殷美根分别

解读了《关于深入实施强省会战略推

动南昌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若干政策

措施》和《南昌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方

案》；李红军作了发言。

易炼红指出，省会强则全省强，省

会兴则全省兴。南昌在全省发展格局

中具有核心地位、龙头作用，必须先出

彩、出重彩。全省上下要充分认识深

入实施强省会战略，是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践行

“作示范、勇争先”的必然要求，是服务

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全面提升江西发

展位势的现实需要，是加快打造核心

增长极、推动全省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的重大举措。省委、省政府专门召开

大会就是要突出强调省会城市在全省

发展中的核心地位和重要作用，鲜明

表示对南昌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倾力支

持，引导动员省直各部门全力支持、推

动南昌市发展，进一步释放“怎么重视

省会城市都不为过，怎么支持省会城

市都不为过”的信号，统一思想、凝聚

共识、形成合力，举全省之力深入实施

强省会战略。

易炼红强调，强省会不是某一个

方面的“强”，而是全方位的“强”，必须

以非常之力、下恒久之功，找准突破

口、把握关键点，以点带面，全面提速

提质提效，加快提升综合实力和竞争

力。要突出创新驱动强产业，千方百

计加快产业创新倍增、增强创新驱动

力、做优做强数字经济、提升开发区能

级，努力打造一批国内领先、世界一流

的特色产业集群、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品牌产品，加快构建具有全国竞争力

的现代产业体系。要提升城市功能强

品质，彰显城市品质的高度，展示城市

底蕴的厚度，体现城市滋润的温度，让

南昌城市功能更加完备、品质更加高

端、环境更加友好、治理更加精当、运

行更加有序，在全国同类城市中有特

色、有亮点、可示范、能引领。要深化

改革开放强活力，以“再打第一枪”的

精神和勇气，深入推进全面深化改革

攻坚三年行动，持续加大开放通道、开

放平台建设，大力推进营商环境优化

升级“一号改革工程”，努力打造最具

活力的省会城市。要创新方式方法强

治理，加强治理体系建设，提升系统治

理能力，强化法治保障作用，注重数字

科技赋能，掌握“致广大而尽精微”的

成事之道，扎实推进科学治理、依法治

理、民主治理，全面提升省会城市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要共治

共建共享强民生，把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贯穿于强省会工作始终，坚

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

民”，进一步筑牢民生之本、织密保障

之网、绷紧安全之弦，不断提升人民群

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推动共同富

裕迈出坚实步伐。

易炼红强调，深入实施强省会战

略，不是南昌市的“独角戏”，而是全省

的“大合唱”。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

想，尽非常之功，广泛凝聚强大合力。

南昌市要扛起主责、当好主角，把深入

实施强省会战略作为必答之问、必考

之题，做好“自强”文章、彰显“硬核”力

量，创造性抓好工作落实，把强省会战

略细化实化为一个个具体的项目、举

措，主动抓、系统抓、深入抓，做到“说

一件、做一件、成一件”，以实干实绩不

断实现新突破、取得新成效。省直单

位要有求必应、有难必帮，把实施强省

会战略作为义不容辞的分内之责，切

实增强全局意识、服务意识，对南昌的

各项支持性措施要旗帜鲜明、理直气

壮，能顶格就顶格、能倾斜就倾斜、能

提档就提档。各市县要全面融入、深

度协同，积极对接融入大南昌都市圈

发展，坚持城圈一体发展方向，进一步

拓展广度和深度，在合力共推南昌发

展中共享强省会战略的“新红利”。

叶建春指出，要充分认识和准确

把握深入实施强省会战略、推动南昌

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意义，既要

有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

自觉，也要有高度的责任意识、紧迫意

识和危机意识。要把握大局大势、强

化目标引领，聚焦高质高效、狠抓工作

落实，坚持同心同德、凝聚强大合力，

加快一系列支持南昌发展的政策措施

落地，应时而动、乘势而为、锐意进取，

确保南昌实现“两个大幅提升”，确保

南昌城市功能品质、发展动能后劲全

面提升，加快建设“山水豫章郡、活力

英雄城”，在推进江西高质量跨越式发

展进程中展现英雄城风采。

易炼红在深入实施强省会战略推动南昌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大会上强调

举全省之力以硬核之策深入实施强省会战略
加速释放南昌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强劲动能
叶建春主持 姚增科出席

本报抚州讯 （记者刘斐）5月 10日

至 11 日，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姚增科

在抚州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

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统筹推进

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有招有力，

又科学有效，唱好强攻二季度、确保双

过半“抚州戏”，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多

出抚州彩。

姚增科首先到挂点联系的抚州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详细察看新能源

汽车最新车型，了解量产和营销情况，

点赞企业克服疫情影响、千方百计推

动项目建设的拼搏精神、争先勇气。

他强调，既要招大引强，又要招小引

优，实现补链强链，构建高质量新能源

汽车全产业链发展生态。

在江西誉鸿锦芯片科技有限公

司，姚增科认真听取项目负责人介绍

工艺流程、产品类型、人才引进等情况

后，希望继续借外力、用外脑，与国内

外高精尖企业合作交流，吸引更多的

高端人才工作在抚州，生活在抚州，事

业成功在抚州。姚增科还来到华宸农

业蔬菜科技产业园、昌抚态何源田园

综合体，他强调，要坚持走出去、引进

来，探索规模化、差异化、特色化和品

牌化高效农业发展新路径，畅通产销

内外大循环，擦亮“赣抚农品”招牌。

（下转第2版）

凝聚工业强市生态立市奋进力量
姚增科在抚州调研

镜头回放：2016 年 2 月 2 日，习近平总书记冒着严寒

来到井冈山市茅坪镇神山村，和村民们亲切交谈，互致新

春祝福，一起打糍粑、吃米果，与大家共商脱贫攻坚之策、

鼓励大家走共同富裕之路。

5 月 9 日，温暖的阳光穿透竹林洒向神山村。村口，村

民们忙着建设崭新的景区大门；村里，党员干部正在开展

主题党日活动，规划着推进产业振兴的大事。

漫步在神山村，处处鸟语花香，村民活动广场、红色

书屋、停车场等设施一应俱全。山坡的一块木牌上，一首

醒目的“三字歌”描述着村里的巨变：“日日新，月月异，羊

肠道，变街渠。串景点，连景区，深融合，游全域……”

一切变化，要从六年前的农历小年那天说起。神山

村的村民们不会忘记，习近平总书记乘车沿着崎岖的山

路，迎风踏雪来到他们中间，进村入户，嘘寒问暖。寒冬

中，一股股暖流在村中蔓延，村民们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我一辈子都没出过山，更没想到总书记会来到我

家，握着总书记温暖的手，我忍不住激动流泪。”红军烈士

后代左秀发清晰地记得，那时的神山村还是个穷山沟，村

民走的是泥巴路，住的是土坯房。 （下转第3版）

山村光景日日新
董文涛

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将继续大力支持老区发展，让乡亲们日子越过越好。
在扶贫的路上，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家庭，丢下一个贫困群众。 ——习近平

5 月 12 日，井冈山市茅坪乡神山村绿意盎然。 本报记者 洪子波摄

2021 年 8 月 30 日，东京，首次征战

残奥会的邓雪梅在女子举重 86 公斤以

上级比赛中，为中国队拿下第 49 枚金

牌。这也是江西运动员在第 16 届夏季

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夺得的唯一一

枚金牌。这一年，邓雪梅 30 岁。日前，

邓雪梅被授予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邓雪梅出生在大余县南安镇新华

村。6岁那年，她因一场车祸失去右腿，

由于截肢位过高，在医院一住就是两

年，从此拐杖成为她生活中的一部分。

生 活 的 转 机 出 现 在 13 岁 那 年 。

当时，省残联在全省选拔运动员，身高

突出的邓雪梅一眼被工作人员挑中，

来到南昌试训，从此与杠铃结缘。

举重训练异常枯燥，但邓雪梅在训练

中格外认真，不但劲头足，而且时刻揣摩

技术要领，成绩不断进步。（下转第2版）

梅花香自苦寒来
——记第26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邓雪梅

本报记者 卞 晔 实习生 郭英琦

奋斗者·正青春

本报讯 （记者朱嘉明）日前，记者

从省政府办公厅获悉，我省各级行政

机关围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信息发

布、重点政务信息管理、政务公开职能

转变、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执行等，全过

程推进政务公开，提升政府工作透明

度，为加快全省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和

疫情防控提供了重要支撑。在国务院

办公厅组织的考核评估中，我省政务

公 开 工 作 连 续 3 年 进 入 全 国 先 进 行

列；省政府门户网站连续 4 年在省级

政府网站绩效评估中排名前 6 位。

近年来，我省全领域推进基层政

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推动 26 个领域

“全事项”梳理、办事进度“全节点”查

询、公开内容“全载体”展示，着力打通

政务公开“最后一公里”。结合机构改

革职责调整变化，探索以企业和群众

“清晰读懂一件事”为标准，开发“政策

服务包”“办事一本通”等集成式、主题

式公开产品，全省各级各类政府网站

和政务微信公众号基本完成入口整

合，企业和群众可以查阅相关办件流

程、申请材料等内容，像“网购”一样随

时查询办事进展和结果信息。

为及时准确传达权威信息，全省各

地各部门全方位加强政务公开、开展政

策解读。围绕疫情防控、“六稳”“六保”

“减税降费”等重点工作，我省发布在全

国率先出台减税减费减租减息减支 32
条政策措施、五批次182条降成本举措、

“战疫情、促发展”系列惠企政策以及深

入推进营商环境优化升级“一号改革

工程”等权威政策信息；（下转第3版）

传递信心 回应关切

我省政务公开工作连续3年进入全国先进行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