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整准确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
——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次
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人民日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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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做好新疆
工作，要完整准确贯彻新时代党的治
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
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
兴疆、长期建疆，以推进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保障，多谋长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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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多行固本之举，努力建设团结和
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
生态良好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新疆。
9 月 25 日至 26 日，第三次中央新
疆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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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耿 联） 9 月 27
日，省委召开领导干部会议，传达学
习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精神，
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省委书记
娄勤俭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
记、省长吴政隆作传达，省政协主席
黄莉新出席会议。
娄勤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第
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
讲话，全面总结了第二次中央新疆工
作座谈会以来新疆工作取得的重大
成效，深入分析了当前新疆工作面临
的形势，阐释了新时代党的治疆方
略，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新疆
工作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方针政
策、战略举措，全面部署了推动新疆
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重点工作，是
指导新时代新疆工作的纲领性文

献。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牢牢把握
实践要求，切实抓好贯彻落实，进一
步扎实做好我省援疆工作。
娄勤俭强调，要充分认识新疆各
项事业取得的进步发展，坚定自觉贯
彻党中央关于新疆工作的方针政
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从战略上审视
和谋划新疆工作，从全局上部署和推
进新疆工作，绘蓝图、指方向、明路
径，推动新疆工作取得重大成效。当
前，新疆经济发展持续向好，人民生
活明显改善，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成
就，充分证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的治疆方略完全正确，充分说
明全国各地对口支援新疆工作成效
显著，充分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的优越性。我们要深入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更加坚定自
觉落实中央支持新疆建设的政策措
施，全力以赴抓好各项援疆工作任
务，在助推新时代新疆长治久安和高
质量发展中树牢“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
、做到
“两个维护”
。
娄勤俭指出，要准确理解和把握
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切实作为我们
做好援疆工作的根本遵循。要弘扬
法治精神，扎实有效地做好民族交往
交流交融工作，维护新疆社会大局持
续稳定长期稳定。要以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实现宗教健康
发展，不断巩固各民族大团结。要在
发展中改善民生，助推受援地更高质
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发展，让受
援地人民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的美好
生活。要以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为保障，打造共建共治共享
的社会治理格局，持续选派高素质援
疆干部队伍。
娄勤俭强调，要全面落实中央对
援疆工作的要求部署，坚决扛起对口
支援的重大政治责任。要按照“推动
对口支援和对口帮扶工作继续走在
全国前列”的目标定位，贯彻落实援
疆工作新要求新部署，真情帮扶、科
学援建，扎实做好“十三五”援建项目
扫尾验收，科学谋划“十四五”援疆工
作。要正确处理援建责任和主体作用
的关系，充分依靠当地党委政府和人
民群众，把“新疆所需”和“江苏所能”
更好地结合起来，不断提高援疆工作
的针对性实效性。要正确处理立足当
下和着眼长远的关系，助力决胜全面
小康、
决战脱贫攻坚， ▶下转 3 版

吴政隆出席
本报讯 （记者 黄 伟） 9 月 27
日，江苏质量大会在南京召开，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
院关于质量工作的决策部署，总结全
省质量工作，表彰质量先进单位和个
人，部署质量发展任务，加快推进质
量强省建设。省长吴政隆出席大会。
近年来，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
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紧紧围绕
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群众关切，以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积极推进质
量强省建设，扎实开展质量提升行

动，不断完善质量工作机制，着力夯
实质量发展基础，质量工作取得重大
进展。全省涌现出一批崇尚质量、走
在全国前列的优秀企业，江苏阳光集
团有限公司获第三届中国质量奖，徐
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好孩
子儿童用品有限公司、金陵饭店股份
有限公司、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
702 研究所、大全集团有限公司、江
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江苏上上
电缆集团有限公司、江阴兴澄特种钢
铁有限公司、鑫缘茧丝绸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四研究
所、江苏奥赛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南通师范学校第二附属小学、
泰州市人民政府等 14 家组织获得中
国质量奖提名奖。
副省长马秋林对做好全省质量
工作提出要求，他指出，全省质量战
线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充分认识新形
势下做好质量工作的重大意义，进一
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深入实施质量
提升行动，大力提升供给质量，牢牢
守住质量安全底线， ▶下转 3 版

迈向全面小康这五年

数说
“十三五
十三五”
”①

开 栏 的 话

——

我省建成铁路总里程

苏北突破，
﹃轨道上的江苏﹄全面铺展

江苏质量大会召开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为“十四五”良好开局
打下扎实基础的关键之年。五年来，
江苏经济社会蓬勃发展，
交通基础设施加速补齐短
板，
企业创新能力显著提升，
贸易结构持续优化，
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消费升级类产
品保持较快增长。本报今日起推出
“数说
‘十三五’
”
系列报道，用数据说话，生动展现江
苏
“十三五”
取得的发展成就，
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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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已建成铁路总里程 3670 公里。
到 2020 年年底前，将建成连淮扬镇铁路淮镇段、盐通铁路和连徐
高铁。预计建成并入国铁网的铁路总里程达 4204 公里，其中，高铁

人民满意，是创建的方向和试金石
“以前我们总嫌自家小区太破旧，
经过改造，
居住
的舒适度和新小区相比已经没有太大区别。不用花
一分钱，
生活品质得到了这么大的提高，
我们这些老
住户心里别提多舒坦了！”
连云区滨海社区中储粮小
区居民姜文言语之中满是幸福感，
她在这个老旧小区
住了8年，
今年的变化让她特别满意。
老旧小区整治和规范管理，
涉及百姓切身利益，
是文明城市建设的重点，也是公认的难点。这个有
2 栋楼、92 户居民居住的中储粮小区，经过今年的改
造提升之后，新增停车位 30 个，新上了垃圾分类设
施，安装了太阳能路灯，安防监控设施、人车识别智
能门禁系统、健身器材等一应俱全，
私拉乱接的各类
线路也全部入地。
“我们在文明城市建设过程中，
聚焦群众的烦心
事、揪心事，
因地制宜、多措并举，
不断增强广大市民
的获得感、幸福感，
让城市文明更具质感。
”
连云港市
委宣传部副部长惠茜说，连云港对全市 205 个老旧
小区进行改造，灵活采取市场化管理、业主自治、社
区托管等模式，提供基本保安、基本保洁、基本保绿
的
“三基本”
服务，
创建示范物管项目 127 个。
全国文明城市建设工作启动以来，连云港市直
面热点难点，直指民生关切，每年推动实施 50 件民
生实事，涵盖教育强基工程、居住改善工程、交通畅
达工程、市政配套工程等众多民生工程，
统筹推进
“文
明、
生态、
智慧、
健康”
连云港建设，
地表水国省考断面
全面消除劣Ⅴ类水，市区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100%，
着力打造精品公厕，
研发公厕导示 APP，
建立
全市公厕数据库系统……用
“绣花功夫”
，
不断做实扮
靓群众生活环境。
▶下转 9 版

我省向现代职业教育高地迈进

德技并修，
为职业教育提供江苏样本
第一所职业大学，
第一所县办大
学，
第一所中德合作职业学校……作
为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重要发祥地，
我省曾创造职业教育领域的多个
“全
国第一”
。
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
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
肩负着
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
进就业创业的重要职责。近年来，
我
省职业教育主要质量指标一直领跑
全国，以服务发展为宗旨、以促进就
业为导向、以提高质量为核心、以产
教融合为路径，着力发展质量高、贡
献度高、社会认可度高的现代职业教
育。今年 7 月，我省又出台《江苏省
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行动计划

2215 公里，普速铁路 1989 公里。

（2020—2022 年）》，列出 7 大重点任
务、20 项具体举措，并明确系列重点
任务清单，
将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
目标落到实处。

坚持立德树人，
服务学生终身发展
我省职业教育始终坚持服务学
生的全面发展、终身发展。省教育厅
副厅长曹玉梅说，
职业教育要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
积极推进“三全育
人”
，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培养
“德技并修”
的高素质人才。去年，
全省共有 11 所高等职业院校入选全
国高等职业院校
“育人成效”
50 强。
▶下转 6 版

公里

民族工业品牌发展论坛在宁召开

南钢获授“中国民族品牌”
本报讯 （李先昭 邵启明） 9 月
27 日，以“智造生态 数创未来”为主
题的民族工业品牌发展论坛在南京
召开。众多嘉宾汇聚一堂，探讨钢铁
产业发展趋势，探寻民族工业品牌在
新经济环境下的高质量发展路径。
论坛由新华社民族品牌办公室主办，
论坛现场，南钢股份荣获“中国民族
品牌”
授牌。

从 2019 年的统计数据来看

铁路客运量比“十二五”末增长 41.9%
铁路货运量比“十二五”末增长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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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年 12 月 16 日 9：05，D5668
次列车从盐城站鸣笛启程，苏北地
区从此迈入“高铁时代”。徐宿淮盐
高铁是江苏首条全线均在苏北地区
的铁路客运专线，开通运营后，一举
结束淮安、盐城、宿迁不通高铁的历
史，各市之间实现高铁互通，南北沟
通更加便捷。

秋天，
青山、碧海和港城在通透的空气中分外美
丽。连云港市在新一轮全国文明城市建设中，让曾
经脏乱差的老旧小区换上新颜，宽阔的道路清爽整
洁，车辆、行人出行有序，文明新风与秋日的美景相
得益彰。将人民满意作为检验标准，让市民感到变
化、得到实惠、看到希望，创建带来的城市变化赢得
百姓点赞。
“全国文明城市，是为高质发展而创、为城市进
步而创、为人民幸福而创 。
”
连云港市委书记项雪龙
说，要把推进文明城市建设与保障改善民生紧密结
合，以实际成效造福于民、以优良作风取信于民、以
过细工作赢得民心，让文明城市建设给群众带来更
多获得感。

让市民在文明城市建设中感到变化、
得到实惠

省委召开领导干部会议，传达学习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
座谈会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娄勤俭主持并讲话

连云港：﹃百姓点赞﹄成为创建标准

全面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
坚决扛起对口支援的重大政治责任

书记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
平总书记全面总结了第二次中央新疆
工作座谈会以来新疆工作取得的成
绩，深入分析了当前新疆工作面临的
形势和任务，深刻阐释了新时代党的
治疆方略，
▶下转 3 版

今年 7 月 1 日 11：28，沪苏通铁
路首班列车 C3836 次列车和 C3839
次列车，分别从上海站和南通西站
启动。长三角核心区从此迈入“沪
苏通”时代，苏浙沪包邮区的交通也
更为快捷。
“十三五”以来，江苏把建设现
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作为高质量发

展的最迫切任务加以推进，尤其高
度重视补齐铁路“短板”工作，作出
了“以我为主、系统谋划”
“ 苏北突
破、苏中提升、苏南优化”等一系列
决策部署。
高铁建设突飞猛进，苏中和苏
北地区大步跟上。今年年底前，还
有连淮扬镇铁路淮镇段、盐通高铁

和连徐高铁等线路陆续建成，届时，
苏北将全面搭上高铁快车。
9 月 18 日凌晨，如皋站牵引变
电所内，断路器的成功合闸，标志着
盐通高铁全线变电所全部送电成
功，为下一步盐通高铁全线接触网
送电、联调联试和设备开通运营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
▶下转 3 版

今年是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 20 周年。作为我国民族工业
品牌的佼佼者，1958 年，南钢踏上
钢 铁 报 国 的 历 程 ；2000 年 9 月 ，南
钢股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登
陆资本市场 20 年来，主营收入从上
市之初的 34 亿元递增到 478 亿元，
年度净利润从 2 亿元突破 47 亿元，
▶下转 9 版

▶ 今日推荐

睢宁：引领“无废城市”建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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