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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8日，在收听收看全国
秋冬季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电视电
话会议后，我省召开续会，就贯彻全
国会议精神、扎实做好我省森林防灭
火工作作部署。副省长费高云出席
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在各地各有关部门共
同努力下，今年以来全省森林防灭火
形势总体平稳，实现了全省零人员伤
亡和无大的森林火灾。但秋冬季历
来是我省森林火灾易发多发期，各市
县、各级森林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
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上来，坚决克服侥幸麻痹
思想，紧抓森林火灾防范重点难点，

切实把管住人为火源作为第一要务
来抓。各地要依法加强用火监管、加
大重点地段巡查力度，各级行业监管
部门要认真开展秋冬季森林防灭火
工作专项检查暨打击违法用火行为
专项行动。要加强协作配合，切实做
到人员落实、方案落实、物资落实，提
高扑火救灾的主动性、有序性和时效
性，并牢记安全扑救原则，确保不发
生人员伤亡事故。要严格落实属地
党政领导责任、经营单位防火主体责
任、林业部门行业管理责任，层层将
责任落实到人、到山头地块、到工作
各环节，织牢编密森林防火屏障，为
建设绿色江苏、维护社会稳定大局作
出积极贡献。 (陈月飞）

我省部署
秋冬季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

本报讯 9月 18日，侵华日
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在

“三个必胜”专题展区胜利广场，
举办“不忘”沉浸式情境演出活
动，提醒勿忘“九一八”。

上午9时18分，两名礼仪人
员手抬花篮缓缓从烈士名单墙一
侧走到中央，向抗战烈士敬献花
篮，全体人员伫立默哀。随后，一
名小号手在胜利广场吹响《南京
记忆》。8位女孩依次走出，唱响
《松花江上》……

小号手徐伟宁是南京艺术学
院音乐学院小号专业研究生，这
位 1997 年出生的南京小伙说：

“作为南京人，我从未忘记过那段
屈辱的历史，小时候父母就带我
来纪念馆参观过。如今我希望通
过小号演奏，用富有穿透力的音
乐向全世界表达我们反对战争、
热爱和平的心声。”

徐梦瑶是现场演唱《松花江
上》的女学生之一，她是南京体育
学院的学生。同为90后的她说，
唱到“那衰老的爹娘”时情不自禁
地流下了眼泪：“我们现在身处的
和平年代是许多先烈用鲜血和生
命换来的，作为新时代的年轻人，
我们要珍惜和平生活，学习先辈
们的不屈精神，为祖国的繁荣富
强不懈努力。” （付岩岩）

南京举办沉浸式活动
纪念“九一八”

本报讯 记者18日从省工信厅
获悉，最新工业数据显示，8月江苏规
上工业增速再次达到8.2%的年度目
前最高峰值，1-8月全省规上工业累
计增长2.4%，较1-7月回升0.9个百
分点，全省工业保持稳定恢复态势。

此前，全省规上工业增速曾经在
6月达到8.2%，8月再度达到年度峰
值，增幅较7月提高2.7个百分点；8
月全省工业用电同比增长13.5%，增
速创疫情发生以来新高，也反映出工

业经济加速复苏态势。从地区看，各
地工业经济继续稳步回升，13个设区
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均保持增长。

从行业表现看，八大主要工业行
业中，受“新基建”带动明显的冶金、
机械、电子行业营业收入分别增长
3%、1.5%和8%。此外因常规用药、
医用耗材等产品需求回升，医药行业
营收增长6%。建材、轻工、石化、纺
织行业营收降幅继续收窄。

（付 奇）

规上工业增速再创年度新高

前8月我省工业经济保持稳定恢复

本报讯 18日，第22届江苏农
业国际合作洽谈会在连云港工业展
览中心开幕，网上农洽会也同步开
通。省政协副主席周健民出席开幕
式并参加相关活动。

作为农业国际合作的重要平台，
江苏省农洽会已在连云港成功举办
了8届，展会规模不断扩大、影响力
不断提升。本届农洽会首次采取市
场化方式，由连云港市农业发展集团
和连云港市国际商会共同主办，为期
3天，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展区面
积达1.5万平方米，现场展示展销分
为优质粮油、绿色果蔬、规模畜禽、特
色水产4个板块，并在展馆广场安排

了农机展示，20余个国家和地区前
来参展。今年农洽会首次开拓网上
展会方式，实现线上线下相结合、线
上线下互动融合的新突破。

本届农洽会突出“国际投资与贸
易合作”这一主题，策划组织了农业
对外交流合作暨“一带一路”国家双
向投资促进会、江苏·台湾农业企业
对接会、“指尖连天下·电商助丰收”
优质农产品直播带货活动等5个专
场活动，全面展示我省现代农业新成
果、农村建设新气象、农业投资新环
境，充分发挥农洽会的平台效应，促
进我省农业“引进来”和“走出去”。

（吉凤竹）

江苏农业国际合作洽谈会
在连云港开幕

本报讯 18日，省政府与中国农
科院在宁签署“科技助推江苏率先基
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合作协议”。
中国农科院院长唐华俊、副省长赵世
勇出席签约活动。

此次签约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科技工作最新重要指示精
神和“三农”工作重要论述的具体行
动。双方将按照“优势互补、资源共
享、协同创新、共同发展”的原则，发
挥各自在科技、人才、政策等方面的
优势，围绕江苏农业重大科技问题
攻关、南京国家农创园建设、江苏农

机化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南京国
家农高区农业科教聚集区打造、农
业农村现代化示范样板打造、现代
农业农村人才培养基地共建等六个
方面加强合作，共同推动江苏农业
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
发展和城乡融合走在前列，在全国
率先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双
方表示，将建立行之有效的协议推
进落实保障机制，加快推进协议确
定的各项政策措施落细落实、落地
生根、开花结果。

（吴 琼）

省政府与中国农科院签署合作协议

科技助推江苏农业农村率先现代化

本报讯 18日，省委常委、省委
政法委书记王立科，副省长刘旸在
南京会见20名2019年“江苏最美信
访干部”，衷心感谢他们长期在信访
岗位辛勤工作、无私奉献，勉励大家
在各自工作岗位发挥先进典型的榜
样示范作用，凝心聚力、持续奋斗，
为推动信访工作高质量发展贡献新
的更大力量。

刘旸在与他们交流中说，最美
信访干部展现了新时代信访干部
敢于担当、创新进取、无私奉献的
精神和作风，要珍惜荣誉、再接再
厉，自觉做信访为民的坚定实践者、
社会稳定的务实促进者、改革创新
的有力推动者，更加有力地维护群

众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全省信访系统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
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
省政府关于信访工作决策部署，以
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投身信访工
作实践，砥砺奋进、攻坚克难、真抓
实干，更好服务保障“强富美高”新
江苏建设。

随后召开的“江苏最美信访干
部”事迹发布会上，2位最美信访干
部、1位已故最美信访干部的同事讲
述接访故事，分享初心感悟。全国
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信访干部先进
典型张云泉作现场点评。

（杨 昉）

信访为民的实践者 社会稳定的促进者

我省表彰20名“最美信访干部”

本报讯 9月18日上午，我省第
六次统一组织防空警报试鸣活动。
在省防空警报试鸣指挥部统一指挥
下，全省 13 个设区市、90 多个县
（市、区）同步开展警报试鸣、防空袭
应急疏散、重要经济目标防护、应急
救援、抢险抢修等活动。全省各地
119.3万人参加活动，创历史新高。

上午10时整，随着省政府副秘
书长、防空警报试鸣指挥长吴永宏
一声令下，全省4755台（套）防空警
报器同时鸣放预先警报。省人防办
指挥和信息化处处长耿跃介绍，当
天既有传统的手摇警报，也有多媒
体警报、电声警报等，张家港市还组
织16辆机动指挥车行进中鸣放警
报，对城市各区域进行补盲。

在省人防办指挥大厅，各地鸣
放实况实时展现在大屏幕上。预先
警报响起后，各地人防部门迅速组
织人员向人防工程集结疏散。南京
市雨花台区西善桥街道、徐州市鼓
楼区米兰社区800多人，在人防志
愿者引导下及时向附近人防工程集
结；常州市礼河实验学校、宿迁市南
师附中宿迁分校、扬州市树人学校、
泰州市凤凰小学及东海县中等专业

技术学校共1.5万余名学生，在老师
指引下有序向防空疏散地集结；苏
州华电望亭发电厂立即组织企业员
工从生产线上有序疏散，淮安市盱
眙县山水商务大厦有条不紊组织党
政机关人员疏散，盐城市建军路人
防地下商业街按照人口疏散方案，
组织市民向地下人防工程隐蔽。

10时08分空袭警报响起，各地
迅速关闭人防工事防护门，加强观
察和警戒，开展各项防空袭工作。
当前，我省人防部门依托行业部门
已组建总人数达6.3万余人的11支
人民防空专业队伍。当天，各地专
业应急力量根据各自职能，开展心
理防护、医疗救护、物资发放等行
动。在苏州吴江区一人防工程内，
心理防护专业队对群众进行心理疏
导，医疗救护专业队检查掩蔽人员
身体状况；盐城市建军路人防地下
商业街内，人防医疗救护专业队对
一名因情绪紧张而晕倒的群众进行

“抢救”；镇江市蓝天救援队队员对
大市口地下自建人防工程的300多
名商超人员，演示心肺复苏、固定包
扎及灭火器的使用。

10时16分，长鸣3分钟的解除

警报鸣响后，各地人防工作人员及
时打开人防密闭门，组织参演人员
有序撤离，各人防专业队伍迅速稳
定人员情绪、甄别环境受损情况，消
除空袭带来的次生灾害。无锡新吴
区中石化周泾巷油库遭到“空袭”
后，新吴区消防专业队立即按照命
令开展救灾。南通市江山农药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遇袭后，当地防化专
业队、消防专业队和医疗救护专业
队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应急救援。

当天，全省各地机关干部、企事业
单位职工、社区民众、在校师生119.3
万人参加活动，创历史新高，还有百万
人同步收看网络直播。自2015年全
省统一开展防空警报试鸣以来，我省
参加总人数累计超500万人次。

“江苏地处长三角地区，经济发
达、人员密集，战时将是重要目标。
省委、省政府、省军区对人民防空一
直高度重视，把每年9·18确定为警
报试鸣日，提醒广大群众居安思危、
铭记历史、珍爱和平。”耿跃表示，开
展防空警报试鸣，有利于提升人防
部门遂行任务能力，也有利于增强
居民应对战争威胁和各种灾害的应
急能力。 （陈月飞）

全省第六次统一试鸣防空警报，近120万人参加相关活动

以 史 为 鉴 珍 爱 和 平

▲ 9月18日上午，扬州市多个社区及学校组织居民、小
学生参与防空演练活动。

沈扬生 尹德勤摄 视觉江苏网供图

◀ 9月18日10时整，南京鸣放防空警报。图为市民肃
立默哀，缅怀逝者、告慰先烈。 本报记者 万程鹏摄

我省发布13市环境质量约束性
指标目标任务完成进展情况

◀ 9月 18日 10时，在镇江
大市口，300多市民在安全引导
员的指挥下，有序进入地下人防
通道。蓝天救援队志愿者现场模
拟演示心肺复苏、救护包扎等技
能，提高市民的急救能力。

文 雯摄 视觉江苏网供图

▶上接1版

▶上接1版 更加注重遵循市场规
律、更加注重促进经济与金融良
性循环、更加注重保增长与防风
险的有效平衡、更加注重形势研
判和前瞻性政策储备，推动金融
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再上新台
阶。要全力支持稳企业保就业，

加力服务高质量发展，合力打好
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
聚力推动金融改革取得新突破。
要健全工作机制，完善制度体系，
重视县域治理，加强党的建设，不
断提升我省金融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