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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顾介铸）9月1
日上午，长城汽车泰州分公司首台
PT（试生产）整车正式下线。这标志
着长城汽车泰州整车项目全面进入
试生产阶段。

先期投资80亿元的长城汽车泰
州整车项目，从开工到今年7月25
日白车身下线仅用8个半月，从首台
汽车白车身下线到首台PT（试生产）
整车下线仅用38天，一再刷新“高港
速度”。新能源汽车8月31日通过
了工信部验收公示，创下“长城速度”

“泰州奇迹”。
长城汽车泰州整车项目是近年

来高港区招引落户的投资体量最大、
带动能力最强的省重大先进制造业
项目，对高港打造千亿级汽车产业集
群具有重大意义。在这个龙头项目

“一路飞奔”的同时，高港以重大项目
建设“强大硬核”打造高质量发展“加
速器”，仅今年上半年，全区新签约亿
元以上项目106个、新开工31个。
新开工项目中，投资超5亿元项目9
个，超10亿元项目8个。

高港项目大提升连创新纪录

首台泰州造长城整车下线

本报讯 （记者 徐 超 圣 彤
陈 明）9月1日，首次全国首席质量
官大会在南通举行，国家市场监管总
局和浙江、上海、广东等省市质量管
理部门以及行业协会、知名企业的代
表齐聚南通，与线上全国近万名首席
质量官碰撞智慧火花，共同探讨加快
推进质量提升、实现高质量发展之
路。这意味着，南通首创的首席质量
官制度正加速走向全国。

2009年，南通在全市14个行业
的龙头企业中试行“首席质量官”制
度，出台全国首个《首席质量官暂行管
理办法》，探索构建了“完善一个机制、

设立一个基金、建立一个体系、搭建一
个平台”等“六个一”新型质量管理体
系，这一做法被写入《国务院办公厅贯
彻落实质量发展纲要年度行动计划》。

南通首席质量官制度紧紧抓住企
业质量第一人这一“关键少数”，坚持政
府倡导、部门推进、企业主导、社会参
与，目前已累计发展首席质量官5000
余人，实现规模以上企业全覆盖。

中天科技是南通最早建立首席
质量官制度的企业之一，集团首席质
量官、总裁助理徐亚琴介绍，中天科
技制定《质量管理运行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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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千“质量官”把好企业“质量关”

南通“首席质量官”走向全国

新华社北京9月1日电 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习近
平9月1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
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并发表
重要讲话。他强调，加快形成以国内
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
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
阶段、环境、条件变化作出的战略决
策，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
革。要继续用足用好改革这个关键
一招，保持勇往直前、风雨无阻的战
略定力，围绕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推动更深层次改革，
实行更高水平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
局提供强大动力。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全面
深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李克强、王沪
宁、韩正出席会议。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构建新发
展格局，我们是有显著制度优势和坚

实改革基础的。党的十八大以来，我
们围绕落实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
发展、扩大对外开放推出一系列重大
改革举措，形成了一系列理论成果、
制度成果、实践成果。要运用好这些
改革成果，在抓落地见实效上加大力
度、加快进度、拓展深度，使各项改革
朝着推动形成新发展格局聚焦发力。

习近平强调，当前形势下，构建新
发展格局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
善于运用改革思维和改革办法，统筹
考虑短期应对和中长期发展，既要在
战略上布好局，也要在关键处落好
子。要加快推进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
效率的改革，有利于提高发展质量和
效益的改革，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积极
性的改革，聚焦重点问题，加强改革举
措的系统集成、协同高效，打通淤点堵
点，激发整体效应。要把构建新发展
格局同实施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等衔接起来，在
有条件的区域率先探索形成新发展格

局，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要加强改
革前瞻性研究，把握矛盾运动规律，守
正创新、开拓创新，更加积极有效应对
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强斗争本领，拓
展政策空间，提升制度张力。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进对外
贸易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关于新时
代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的若干意见》、
《关于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发展的实施
意见》、《关于进一步规范医疗行为促进
合理医疗检查的指导意见》、《关于进一
步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若干意
见》。会议还听取了党的十八届三中
全会以来农村改革进展情况汇报。

会议指出，当前，经济全球化遭遇
逆流，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我们
决不能被逆风和回头浪所阻，要站在
历史正确的一边，坚定不移扩大对外
开放，增强国内国际经济联动效应，统
筹发展和安全，全面防范风险挑战。
推进对外贸易创新发展，要落实新发
展理念，紧紧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以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深化科技
创新、制度创新、业态和模式创新，加
快提升贸易质量，稳定产业链供应链，
培育外贸新动能，深入推进贸易便利
化，优化外贸发展环境。

会议强调，振兴中西部高等教
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高校的全面领
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
道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动实现内涵式
发展，主动对接重大区域发展战略，
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突出优势特
色、汇聚办学资源、促进要素流动，有
效激发中西部高等教育内生动力和
发展活力，推动形成同中西部开发开
放格局相匹配的高等教育体系。

会议指出，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发
展，目的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坚持党对义务教育的全面领导，坚持
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依法治教，
落实政府责任，加强分类指导，强化
民办义务教育规范管理，▶下转3版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深改委第十五次会议强调

推动更深层次改革实行更高水平开放
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强大动力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既要加强以数字化为代表的新基
建，又要继续推进以“铁公机”为代表
的老基建，还要精准搞好城市社区“微
基建”。贯穿老旧小区改造始终的城
市社区“微基建”，与新基建、老基建
一起三管齐下、共同发力，短期可服务
于“六稳”“六保”，长期则可以提升城
市韧性和竞争力，推动城市建设内涵
式发展。

如果说老基建和新基建是骨架和
神经系统、是一座城市的面子，社区微
基建则属于血肉，是一座城市的里
子。国务院办公厅 7 月印发《关于全
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指导
意见》明确，今年计划改造城镇老旧小
区3.9万个，涉及居民近700万户。宏
观上看，中央补助以及各级财政投入，
将带动更多社会资本和居民资金广泛
参与进来，不仅能带动就业，还会带动
产业上下游的行业发展，带动居民户
内改造、装饰装修、家电更新等，为扩
大内需提供动力。对江苏来说，近年
来已累计整治老旧小区6274个，惠及
234.3万户城镇居民家庭，新一轮老旧
小区改造可直接带动数千亿元投资，
对于经济拉动作用不可低估。微观上
看，致力于提升居民生活品质、丰富社
区服务供给的“微基建”，也将进一步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老旧小区改造不仅是房屋和环境
翻新， ▶下转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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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
生态环境，全力守护长江生态。去年
以来，我省率先建立以南京环境资源
法庭为核心、9个生态功能区法庭为
依托的“9+1”环境资源审判体系，形
成生态文明司法保护的“江苏方案”。

用最严密法治守护长江

7月22日下午，随着一声清脆
的法槌声，西南低山丘陵区域环境
资源法庭对5起非法捕捞水产品案
件进行集中宣判，被告人均以犯非

法捕捞水产品罪被判处2-8个月不
等的拘役或有期徒刑。

今年4月14日凌晨，被告人陈
某、李某驾船来到南京市六合区长
江水域，使用布下的地笼网捕捞水
产品，当场被巡逻的公安民警抓获，
抓捕过程中李某将大部分渔获物倒
入江中，民警现场扣缴地笼网 25
个。法院审理认为被告陈某和李某
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分别判处有
期徒刑六个月和拘役三个月缓刑四
个月。“早知道25个笼能判这样重，

说什么都不干了，我晓得违法了。”
宣判现场，陈某后悔地说。

“扬司法利剑，护长江生态！”南
京市玄武区法院法官安洪强表示，
这5起案件当事人都采用了国家明
文禁止的捕捞方式，在禁渔期和禁
渔区使用地笼网、电鱼等方式捕捞，
情节严重，应当严厉打击。

去年10月，西南低山丘陵区域环
境资源法庭在南京市玄武区法院设
立，成为江苏环境资源审判“9+1”机制
背景下集中管辖环境资源案件的9家
基层法院之一，集中管辖南京市以及
句容市范围内的一审环境资源案件。

玄武区法院副院长高伟介绍，辖
区沿长江岸线总长200余公里，2019
年1月1日以来， ▶下转6版

实施“9+1”机制一年多受理环境资源案1482件

扬司法利剑，护长江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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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推荐

丹徒：把党建力量充实到发展最前线

新华社北京9月1日电 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纪念日。当天上午，习
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首都各界代表一起，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向抗战烈士敬献花篮。

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进行现场直播。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

向抗战烈士敬献花篮
仪式 9月 3 日上午举行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太湖经历了长达7个月的禁渔期，9月1日迎来开捕。据悉，今年捕捞期将持续
至9月30日。图为1日，渔民在转运刚捕获的鲜鱼。 还月亮摄 视觉江苏网供图太湖开捕

8月19日，淮安涟水国际机场航站楼改扩建
工程开工，工程今年年底投用后，航站楼总面积将
达到1.76万平方米，可满足年旅客吞吐量300万
人次使用需求，将成为助力淮安航空货运枢纽建
设和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空中桥梁”。

“建设东部沿海航空货运枢纽，是省委省政府
立足全局作出的战略谋划、赋予淮安的一项重大
战略任务，也是淮安打造长三角乃至全国性重要
综合交通枢纽、发展枢纽经济的重要支撑。”淮安市
委书记蔡丽新说，淮安主动策应、迅速行动，连续两
年将其作为市政府“十件要事”强力推进，让中国的

“孟菲斯”早日为苏北乃至整个东部沿海地区扩大
对外开放、提升区域整体竞争力提供新引擎。

市场呼唤东部沿海“孟菲斯”

“在淮安建设东部沿海航空货运枢纽，位置选
得准、时机把得好。”这是淮安市航空货运枢纽办、
淮安空港产业园主任赵正洪一见到记者的开场
白。“淮安机场在长三角机场群中区位条件突出，向
北、向南、向东1.5小时分别覆盖环渤海城市群、长
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以及附近的日本、韩国，
便于联通国内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
能力最强的广大区域，并且向东直接连通海上国
际航路，具有发展国际航空贸易的诸多便利条件。”

市场也在呼唤这样一个东部沿海航空货运枢
纽早日形成。

从长三角区域看，航空货运市场需求强劲，预
计到2035年航空货运需求将超过1300万吨。当
前，上海、南京、杭州等主要机场容量日趋饱和，在
客运优先的前提下航空货运供给能力明显不足。
从淮河生态经济带区域看，航空货运市场随着产
业和消费持续升级，发展潜力巨大。淮安适时建
设航空货运枢纽，针对这些区域提供专业高效的
物流服务，既有利于补足区域新型航空货运短板，
又能推进区域间机场群的合理分工和协同发展。

在淮安海关，副关长李琰指着办公桌上一叠
材料说，与浦东机场相比，通过淮安机场本地通关
进出口，淮安周边企业将在通关时间上缩减5—6
小时，运输成本也将大大压缩。目前淮安周边货
物运输到浦东机场大约需要每公斤1.6元的短驳
费用，每年苏中、苏北两地通过浦东机场进出货物
约10万吨，企业所付短驳费用超过1.6亿元。

以航空货运为突破口，
打造“一中心两示范区”

2019年7月9日，一架满载电子产品和邮件
的货机从淮安机场一跃而起，2小时后降落在西
安国际机场。该航线填补了淮安涟水机场全货机
航线的空白，标志着淮安航空货运枢纽建设迈出
了坚实一步。

2019年11月15日，淮安市与东部机场集团
签署推动民航高质量发展战略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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