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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面推行林长制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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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12日电 近日，
中共
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
全面推行林长制的意见》，
并发出通知，
要
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关于全面推行林长制的意见》全
文如下。
森林和草原是重要的自然生态系
统，对于维护国家生态安全、推进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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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建设具有基础性、战略性作用。为
全面提升森林和草原等生态系统功能，
进一步压实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保护
发展森林草原资源的主体责任，现就全
面推行林长制提出以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
中、
五中全会精神，
认真践行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
坚定贯彻新发展理念，
根据党
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
按照山水林田湖
草系统治理要求，在全国全面推行林长
制，明确地方党政领导干部保护发展森
林草原资源目标责任， ▶下转 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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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当表率 争做示范 走在前列
认真贯彻省委十三届九次全会精神

南通：文旅合璧，追江赶海来“打卡”
□ 本报记者 贲腾 陈明
通讯员 李艳峰

绿色引擎，
澎湃江海旅游“新动能”

进入冬季，南通独特的江海风光带
依旧热度不减。
2020 年 11 月 12 日，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江苏，第一站来到南通五山滨江片
区，
点赞这里的
“沧桑巨变”
。五山滨江片
区迅速吸引各地游客争相前来
“打卡”
。
“江海风光孕育了特色江海文化，
江
海文化又涵养了江海特色风光。
”
南通市
委书记徐惠民说，
南通将牢记并践行总书
记嘱托，
“ 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
列”
，
做好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大文章，
打
造江海风光与江海文化交相辉映的长三
角全域旅游目的地，
让追江赶海而来的游
客
“来了就不想走，
走了还在梦中留”
。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点赞的滨江观
光带，竖起巨幅纪念标牌，吸引市民游
客 争 相 拍 照 留 念 。 长 江 经 济 带 11 省
（市）省级党报联合考察采访团一行走
进这里，湖南日报社编委金中基感受到
震撼：
“ 想不到这里大江如海，壮美无
比；想不到这里江城相依，水韵灵动，真
是来了就不想走啊！”
2016 年起，南通启动五山及滨江
地区生态修复，产业退、港口移、城市
进，先后投入 160 多亿元，种森林，造景
区，大手笔建设森林旅游城市、打造长
三角江海休闲港湾。
在南通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葛

锦坤看来，搬走 200 多家“散乱污”企业
和码头，换来一张“国家森林城市”国字
号绿色旅游城市名片，
“值，太值了！”一
幅更新更美的山水画卷正在南通沿江、
沿海延伸：
在沿江，
滨江风光带与通吕运
河、濠河无缝衔接，
高起点打造任港湾和
五龙汇等重点功能片区，形成一条绵延
30 多公里的水韵城市风光长廊；在沿
海，
明确产业不与生态争岸线，
结合海堤
调整，在全省率先打造纵贯南北的海滨
景观大道，
让江海风光更亮丽。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沿江、沿
海两条黄金风光带的加速形成，带动总
投资 400 多亿元的启东恒大童世界、
380 亿元的崇川融创文旅城等 80 多个
巨无霸文旅项目抢滩落户，计划总投资
超过 2000 亿元。
“十四五”期间，南通将

我省十五家基地新入围
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

推动启东恒大文化旅游城、通州洲际梦
幻岛等 25 个重大文旅项目建成达产，
新增一批江海游
“引爆点”
。
重大文旅项目在沿江、沿海串珠成
线，不仅打造了“追江赶海游南通”的品
牌看点，也为“长三角休闲旅游港湾”增
添了独特的江风海韵，引爆南通江海旅
游成为“网红”热线。去年国庆期间，仅
南通五山滨江景区就接待游客 39.3 万
人次，
同比增长 46.1%。

创新机制，
打造文旅融合新增长极
日前，南通博物苑苑长杜嘉乐遭遇
喜人的烦恼，每天前来参观的游客不
断，
预约接待日程已经排满。
▶下转 7 版

积极实施扩大内需战略
—— 三论做好今年经济工作
本报评论员

总数居全国前列
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既是
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
是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动选择。
贯彻落实省委十三届九次全会精神，做
好今年经济工作，一项重要要求是积极
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大力培育消费需
求，
增加有效投资。
40 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证明，内
需是我国经济的基本盘。近年来，我
国积极扩大国内需求，增强经济增长
内生动力，取得了良好效果，内需特别
是消费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一

拉动力。作为经济大省，江苏具有扩
大内需的诸多有利条件，比如人口基
数大、市场空间广阔、实体经济基础坚
实等。新形势下积极实施扩大内需战
略，既是发挥优势、充分挖潜，有效应
对当前复杂多变外部环境的需要，也
是打通阻点、补齐断点，加快构建新发
展格局的需要。
消费对经济发展具有基础性作
用。积极实施扩大内需战略，需要进一
步提振消费信心，增强城乡居民的消费
意愿和能力。从长远来看，扩大内需主

要靠增加居民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
体。在疫情和经济下行压力叠加影响
下，
要千方百计增加居民就业，
多渠道增
加居民收入，
切实做好社会保障工作，
为
扩大消费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这些既
是重大民生关切，也是扩大内需的重要
发力点。与此同时，要顺应消费升级趋
势，
着力提升传统消费，
培育壮大新型消
费，
持续改善消费环境，
努力提供更高水
平的产品和服务，让城乡居民能够安心
消费、
满意消费，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
好生活的需要。
▶下转 2 版

▶ 今日推荐

徐州经开区：

逆风破大浪 奋楫弄新潮
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李淑侠说，牢固坚持工业立区、
产业强区，扛起“争当表率、
争做
示范、
走在前列”使命担当，
更大力度、
更高水平、
更加安全地打造高质量发展样板、
现代化美丽新区。

活化利用好“江南文化”基因
作为有着 2500 多年建城史的历史文化名城，苏州
历史遗存底蕴深厚，有世界文化遗产 2 项、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 61 处；文化艺术星光璀璨，有世界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 6 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33 项；旅游
资源得天独厚，
有国家级旅游景区 53 家。
然而，
与苏州享有的文化盛名相比，
与国内先进城
市相比，苏州的文化产业无论是绝对规模还是整体质
量，
都还有差距。
“只有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才能真正支撑江南
文化的核心地位。
”
苏州市文联主席王尧认为，
过去常说
“文化搭台、
经济唱戏”
，
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
文
化本身就是生产力，
各地也更加重视文化产业的发展。
世人眼中
“最江南”
的苏州，
应活化利用好
“江南文化”
基
因，
努力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
如何找回“江南文化”的精神基因，为发展现代文
化产业提供丰沃的土壤？苏州制定出台了《
“江南文
化”品牌塑造三年行动计划》，计划从 2021 年到 2023
年，持续推进“江南文化”品牌塑造十大工程，着力在
江南文化挖掘与研究、展示与呈现、转化与发展、传
播与推广上下功夫，努力使苏州成为“江南文化”的
核心叙述者、传播者和引领者。作为十大工程之一，
“运河十景”建设工程启动，将恢复提升建设一批地
标项目和标志景观，努力把大运河文化带苏州段建
成“最精彩一段”。
“通过打造‘运河十景’，造就大运河产业带，为苏
州文化产业提供优质供给。”苏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市文明办主任范建青说，苏州将立足大运河苏州段沿
线文化文物资源禀赋、人文历史、区位特点和群众需
求，
把运河物质文化、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统一起来，
使
之成为苏州鲜明的文化符号，让运河文化带成为文化
集聚区、旅游目的地。
▶下转 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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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生态文旅区农房改善改出新城样板

农民尽享康居乐居红利
□ 本报记者 蔡志明
通讯员 陈浩 孙婧

美丽嬗变，
绘就生态宜居“新风尚”

风景如画的里运河畔，建成板闸
佳苑和悠园安置小区；功能齐备的现
代体育中心边，盖起了康体嘉苑和拱
辰佳苑安置小区；全市优质学校淮中
新城校区旁，也有了山阳湾和枫香苑
安置小区……
淮安生态文旅区坚持以民为本，
拿出最好的地块启动农房改善安置房
项目，
让广大新城百姓享受安居、康居
和乐居红利。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
任方庆华说，要以改善农民住房条件
为出发点，
积极统筹考虑辖区发展、百
姓致富、基层治理等工作，
把农房改善
改出新城样板。

居住在板闸佳苑小区的孙为国，
原来是板闸村搬迁村民。他指着小区
对面的山阳湖景区说：
“从脏乱差的农
村一步搬进景观房，做梦也没想到政
府会把我们安置到景区边。
”
高铁片区文锦苑安置小区，出门
紧 邻 滨 水 休 闲 区 ，出 行 就 有 高 铁 东
站。一直在外打工的高铁商务区黄桥
村四组刘萍家，听说老家启动农房改
善后，
立即赶回来签了约。
目前，生态文旅区 2 万多套安置
房全部达到星级标准。所有安置小区
都建在黄金地段，让安置群众坐享优
质资源。
▶下转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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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邵生余 丁茜茜）
记者从省商务厅获悉，商务部日前发
布了 2020 年新认定国家外贸转型升
级基地名单。此次认定名单中，江苏
共有 15 家基地入围，包括无锡市新吴
区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集成电路）
等新获认定 4 家，以及原国家科技兴
贸创新基地、机电产品出口基地经考
核获认定 11 家。截至 2020 年底，全
省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共计 38 家，
数量居全国前列。
据介绍，全省外贸转型升级基地
既涵盖了农轻纺等传统优势产业，又
涵盖了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
料、生物医药、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和
战略性新兴产业。船舶、光伏、工程机
械、纺织服装等基地形成了较为完整
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引领全国乃至全
球行业的发展，成为江苏制造国际化
发展的亮丽名片。例如，我省连续 11
年成为全国第一造船大省，形成千亿
级造船产业链，为全球重要的船舶海
工制造基地；光伏产业链发展一马当
先，出口规模、重点领军企业数量均占
全 国 半 壁 江 山 ；丹 阳“ 小 镜 片、大 产
业”
，成为
“中国眼镜之都”
和全球最大
的镜片生产基地。外贸转型升级基地
已成为我省外贸培育竞争新优势的重
要载体。
同时，全省基地加大技术创新投
入，拥有国家级研发机构 120 余家。
昆山的好孩子集团拥有七大全球研发
中心，累计专利数超万项，成为全球知
名孕婴童品牌先驱领导者。基地企业
强化品牌建设，涌现出徐工、波司登等
一批享誉世界的国际品牌领军企业，
成为出口企业自主创新典范及品牌建
设标杆；
▶下转 2 版

1 月 12 日，苏州举办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
发布了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一揽子政策，聚力推动文
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走在全省全国前列。
“如果说‘苏州制造’是我们的‘最硬内核’，那么
‘江南文化’就是我们的‘最亮名片’。”省委常委、苏州
市委书记许昆林说，苏州将加快实施文化产业倍增计
划，构建具有苏州文化特点和核心竞争力的现代文化
产业体系，
全面打响
“江南文化”
品牌，
重塑江南文化的
核心地位，
重筑苏州人民的精神家园，
重现文化高地的
灿烂辉煌。

，

来了就不想走，
走了还在梦中留

苏州拿
产业赋

□ 本报记者 李仲勋 孟旭 通讯员 陈诚

武进高新区聚力成势

擦亮
“机器人”
金字招牌
□ 本报记者 蔡炜 唐颖
通讯员 马叶星
孵化科创板 CDR 第一股、机器人
企业参与制定行业标准、数字化
“无人
工厂”助力制造业转型升级……2020
年 12 月 29 日，安川（常州）机电一体
化有限公司奠基，这一重磅项目的推
进，意味着武进高新区创新再一次跑
出
“加速度”
。
近年来，
武进高新区
“机器人产业”
这块金字招牌的含金量越来越高，
在全
国乃至全球产业版图上的分量越来越
重。常州市武进区委常委、
武进国家高

新区党工委副书记、
管委会副主任石旭
涌表示，
未来的时代是
“智能+”
创新的
时代、是
“机器换人”
的时代，
将全力践
行
“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
新
要求，
打造机器人产业生态圈，
在机器
人研发、生产和应用等方面奋力争先，
擦亮高质量发展特色产业名片。

龙头引领产业链
贯通牵引主动脉
2010 年 11 月，安川（中国）机器
人有限公司第 5 万台机器人出货。走
进厂区，
“ 机器人”制造“机器人”成为
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下转 10 版

王敏生同志逝世
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力实施产业强区战略，2020 年新增规模以上企业 100 家，新签约过亿元产业项目 50
个，
其中过 10 亿元项目 27 个。图为 12 日，重山风力设备(连云港)有限公司工人在车间里焊接作业。
王健民 贺成东 摄 （视觉江苏网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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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党员、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苏州市委原书记、市人
大常委会原主任王敏生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21 年 1 月 12 日 14 时 23 分
在苏州逝世，
享年 87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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