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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 月 29 日，2020 南京
城市国际化发展研讨会在宁举办。
会上，国际人才服务中心揭牌，12
位国际友人被聘为“城市国际化紫
金友好使者”。

据介绍，南京近年来不断放大独
具魅力的人文优势，提升通达全球的
城市功能，打造接轨国际的营商环
境，彰显开放包容的国际风范，打造

国际化城市取得阶段性成效。在《世界
城市名册2020》中，南京全球排名升至
第 87 位，在内地城市中排名升至第 7
位；在《2020全球金融中心指数》中，南
京首次跻身国际专业性金融中心城
市。南京正进一步加强海外引才站点
布局、离岸孵化载体建设、国际人才组
织交流合作，以更优服务吸引海内外
人才来宁创新创业。 （李 凯 袁 冶）

南京国际人才服务中心揭牌

本报讯 在 9 月 30 日第七个
烈士纪念日到来之际，我省率先推
出“江苏崇尚传承·英烈云平台”。
一期工程将全省 14 家国家级、21
家省级烈士纪念设施以立体全景方
式展现，并建立相应热点链接，配以
语音介绍，更加直观地展现烈士纪
念设施实景，发挥烈士纪念设施红
色教育功能。

据介绍，平台二期工程还将全
力开发褒扬纪念功能，完善全省烈
士纪念设施基础数据，方便烈士后
人查阅及网上祭扫献花，挖掘整理
烈士的光荣事迹，将红色精神、革命
传统传承下去。

当前，全省正在开展“红色九月
彪炳历史 照亮未来”主题宣传教育
活动。烈士纪念日当天，全省各地会
开展公祭及向烈士献花活动，有关市
县政府举行向 2019 年评定的烈士遗
属颁授《烈士光荣证》仪式。全省各
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和各级烈士陵
园还会组织开展烈士事迹讲述、诵
读英烈家书、主题党日等缅怀纪念
活动，以及网上祭扫、烈士纪念设施
网上专题展播、直播等富有特色的
群众性主题教育。把广大群众特别
是青少年引领到纪念活动中来，激发
爱国热情、培育民族精神。

(唐 悦)

“江苏崇尚传承·英烈云平台”上线

本报讯 9 月 28 日下午，全省
工伤预防省市联动“走进建设工地”
专场活动在盐城通榆河畔、高铁建
设现场举行。

“全省工伤保险参保 2073.63
万人，参保单位118万户，享受待遇
10 万人，累计结余基金 136.82 亿
元；因疫情和降低工伤保险费率累
计为企业减免工伤保险费 51.14 亿
元。”省人社厅副厅长梅仕城在致辞
中公布了全省工伤保险工作的成绩
单，今年以来，全省人社系统始终把
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
在第一位，为全省企业和职工撑起
了预防、康复、补偿“三位一体”的

“工伤保险安全伞”。
“近年来，针对建筑工人工伤风险

高、参保率低、工伤维权能力弱、工伤待
遇落实差的问题，人社部门组织实施了

‘同舟计划’——建筑业工伤保险专项扩
面行动。”省人社厅工伤保险处负责人
介绍，目前，我省在建工程项目参保率
达98%以上，新开工工程项目参保率为
100%。作为全省工伤保险工作试点地
区，盐城市积极探索施行工伤预防“五
步工作法”，推广落实“八个一清单”，工
伤事故发生率明显下降，形成了一套可
复制、可推广的工作模式，为近百万产业
工人、4万多家企业和建设项目撑起了
有力的“保障网”。 （华 钰 严仁社）

工伤预防进工地盐城专场启动

连云港市委原副书记、连云港市人民政府原市长、江苏
省民政厅原顾问（正厅级、享受正省长级医疗费报销待遇）、
离休干部耿杰民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20 年 9 月 23 日 6
时20分在南京去世，享年98岁。

讣

告

本 报 讯 9 月 28 日 晚 ，南 通
通州湾市民文化广场流光溢彩、
歌舞欢腾，2020 紫金文化艺术节
南通市群文广场演出在此拉开帷
幕。南通原创歌曲《我家住在大
海边》等文艺节目精彩纷呈，为当
地群众送上一场“家门口”的视听
盛宴。

本场演出作为紫金文化艺术节
首场群文演出，以“共圆小康梦·放
歌通州湾”为主题，节目质量、舞美
呈现、章节设计、群众互动等方面均
精益求精。

紫金文化艺术节是我省层次高、
规模大、群众性强的综合性文化艺术
活动，今年为第三届。 （贲 腾）

紫金文化艺术节首场群文演出上演

由中铁十七局
集团等单位联合承
建 的 苏 州 轨 交 S1
线金融街站正处于
主 体 结 构 施 工 阶
段。S1 线建成后,
将连接上海地铁 11
号线,苏州到上海将
更便捷。
本报记者 邵 丹摄

汇聚16家动画相关机构，展出
宣传21个优秀动画项目，关注孵化
与传播，聚焦本土新兴动画创投平
台⋯⋯9 月 29 日，第十六届中国国
际动漫节在杭州开幕，江苏省广播
电视局连续第十五年组织省内优秀
动画产业基地、企业、学校和播出发
行机构，以“江苏动画”整体形象组
团参展。富于创新的内容生产，广
泛对接行业和市场的营销能力，愈
发成熟的商业拓展机制，充分展示
我省动画的品牌形象和动画大省的
整体实力。

主旋律创新，
深度表达现实主题

丰满的故事、生动的人物和贴
近情感的叙述，让江苏主题类原创
动画作品在本届动漫节备受肯定。

继动画剧集《在那遥远的地
方》《追 梦 少 年》之 后 ，江 苏 广 电
总台优漫卡通频道延续以往的主
题性选材和趣味化表达，带来新
作《大王日记》。作为国家广电总
局 2020 年度“脱贫攻坚”主题的
重点动画项目，一改刻板化表达，
以一只充满喜感的橘猫“大王”串
联故事。

华恒兄弟动漫制作有限公司的
参展作品《铜马》，讲述新四军英烈
与盐阜人民同仇敌忾、团结御敌的
故事。该公司总制片吴敏表示，《铜
马》以手绘动漫的形式，尽显抗战时
期苏北水乡的风物特色，更通过深

挖历史事迹和英雄生平，让爱国英
烈的可爱形象跃然眼前。“活跃于盐
阜大地的新四军队伍中，有英勇无
畏的战士，有言辞犀利的‘笔杆子’，
有沉着多智的管理者⋯⋯我们想向
观众传达这些‘最可爱的人’的个性
和神韵。”吴敏说。

9 月 29 日上午，江苏省影视动
漫协会在活动现场举办苏州奥拉动
漫科技有限公司动画片《奇奇和努
娜》央视开播发布会和发行授权现
场签约仪式，该作品第一季预计 10
月在央视首播。以现实视角聚焦内
容创作，奥拉动漫还带来关注女孩
成长的《茉莉的神奇世界》等动画
片；南通妙吧影视动漫则推出集童
趣、科普为一体的环保题材动画片

《州洲绿之梦——家园守护》，让严
肃的现实题材走进观众心里。

现代理念助力，
传统文化焕发新彩

江苏天艺兄弟动漫有限公司取
材“天池水怪”民间传说，推出原创
五部曲系列 IP 动画长片《天池水怪
2 大洪大火》；苏州飞马良子影视用
动画《老鹰抓小鸡》表现兵法谋略、
中医文化，并巧妙融入现代化、国际
化元素；南京玲珑天文化带来展现
南京文化风情的《槑好时光》系列动
画片⋯⋯传统文化和现代艺术相结
合，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下焕发
新彩。

“玉翼霓裳如梦娇，落花缘起姑

苏桥。”南京傲世之环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融合国粹昆曲，打造戏曲动画《阿
四》。该片讲述两个小皂隶跟着戏班
到苏州跑码头，趁着闲暇流连于苏州
街头，邂逅卖花姑娘阿四后发生的一
系列故事，色调清新，内容温暖。“剧中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当小皂隶因为自
己身为配角感到失落时，阿四姑娘以
白玉兰为喻，一句‘玉兰无色不为春，
意在枝头何须争’仿佛一阵清风，抚慰
了一颗寂寥的心。”南京傲世之环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施皓晨介绍
说，《阿四》也以浓郁的江南风情收获
满满口碑，“为了达到最佳效果，制作
团队采用中国传统的水墨小写意手绘
风格。”

从推出环保类题材作品《太湖少
年》，到深耕江南民间故事中的茶、
渔、蚕俗等元素，无锡热线传媒网络
有 限 公 司 深 入 打 造 江 南 动 漫 IP 作
品。该公司参展动画作品之一《茶婆
婆渔婆婆蚕婆婆》已于今年 8 月入选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2019 年中国经典
民间故事动漫创作工程（网络动画
片）重点项目。

多元化运作，
精品传播有妙法

近年来，江苏动漫在专注内容生
产之外，将目光投向后续产业链开发
和运作，为动漫产业可持续发展注入
新鲜血液和持久动力。融合昆曲元素
和“螃蟹文化”，昆山金蟹动漫科技有
限公司在生活用品上印制特色卡通形

象，人气十足；苏州珙桐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为原创动画片《魔法城》打造“魔法
城公主系列”，精致的 BJD 娃娃让现场
小观众们目不转睛。

结合当代年轻观众的快节奏生活
习惯和对轻喜剧文化的需求，舞之动
画·糖心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带着《别惹
流氓兔马修》第三季亮相动漫节。该公
司董事长助理刘丽表示，公司自2017年
起孵化《别惹流氓兔马修》1-3 季动画
片，以“三分钟泡面番”的定位、解压抗
压的特点受到欢迎。

张家港皮皮动漫影视有限公司副
经理吴德新告诉记者，公司重点推出的
动画系列片《皮皮特攻队》成功之处在
于创新塑造角色造型，“把各种类型的
汽车和动物巧妙地融为一体，使卡通形
象新颖奇特，给 3 至 8 岁的小观众们留
下很深的印象。”在他看来，这样的效果
能够为品牌建立、形象授权和周边产品
开发打下坚实基础。

由江苏省广播电视局主办，致力于
为动漫创意对接国内国际播出平台和
投资市场的南京（国际）动漫创投大会
也首次亮相江苏展馆。“作为宣传平台，
大会推荐展示今年获扶持的6个动漫创
意项目，既涵盖中国传统文化单元，也
融入乡村振兴、奋斗圆梦等现代主流文
化声音，还充分体现和平发展、合作共
赢等具有国际化视野的思想。”大会相
关负责人表示，要尽可能容纳多元化，
实现多元化，为传播江苏动漫、中国文
化找到更容易的路径。

本报记者 吴雨阳

充分展示我省动画品牌形象和动画大省整体实力

江苏精品，闪耀国际动漫节

▶上接 1 版 完成“三线一单”编制
工作，制定《长江经济带负面发展清
单实施细则》。

江苏是全国水网密度最大的
地区之一，因此，我省水污染防治
任务十分艰巨。可喜的是，“十三
五”以来，我省国考断面水质呈现
明显好转趋势，优良水质断面比例
逐年显著增加，劣Ⅴ类水质断面全
面消除，断面主要污染指标浓度全
面下降。

省生态环境厅水生态环境处负
责人表示，在水质改善方面，我省一
方面加强饮用水安全保障，一方面
加强重要水体保护。长江干流江苏
段 10 个断面均为Ⅱ类，41 条主要
入江支流的 45 个断面优Ⅲ比例
91.1%；强化太湖水环境综合治理，

太湖湖体水质从 2007 年的Ⅴ类改善
为Ⅳ类，湖泊营养状态从2007年的中
度富营养化变为轻度富营养化，连续
12 年实现“两个确保”目标；加大洪泽
湖保护力度，每年安排生态补偿资金
3.1 亿元，着力强化“清水北送”保障，
认真落实南水北调东线治污工程规
划，加强大运河沿线环境保护、生态修
复和水污染防治，累计完成供水40多
亿立方米，水质稳定达到Ⅲ类标准。

我省还强化重点领域水污染防
治，加强工业水污染防治，累计关停低
端落后和高污染化工企业2822家，依
法取缔“散乱污”企业近 5300 家。出
台《城镇污水处理“十三五”规划》，累
计建成城镇污水处理厂 800 余座，污
水主干管网约 5.5 万公里，城镇污水
处理能力近 1800 万立方米/日。与

2008年相比，全省建成投运的城镇生
活污水处理厂数量增加 2.7 倍，污水
处理能力增加近 1倍。目前全省城市
污水处理率达到 97%，县城污水处理
率接近 92%。出台城市黑臭水体治
理攻坚战实施方案，大力推进城市建
成区黑臭水体整治。我省 13 个设区
市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总计 413 条，
长度约910公里，已全部完成整治，累
计完成投资约90亿元。

为加大农业农村水污染防治，
我省启动农田轮作休耕、有机肥替
代化肥和农药零增长行动、畜禽污
染和水产养殖污染专项治理；大力开
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深入推进垃圾
分类收集处理、厕所改造等重点工
作，目前全省 1.2 万个村建有生活污
水处理设施。 本报记者 吴 琼

全省PM2.5年均浓度比2015年下降21.8%

▶上接 1 版 勇当我国科技和产业
创新的开路先锋，加快打造改革开
放新高地”新使命新担当，落实好推
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等七项重点任
务，补短板、锻长板，以更加务实有
力举措推动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在江苏出成果、见成效。

会议听取省应急厅、信访局、公
安厅、交通运输厅、文旅厅等部门工
作情况汇报后强调，今年国庆中秋两
节叠加，放假时间长，做好节日期间
安全稳定工作意义重大。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

增强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的责任感紧
迫感。要充分认清形势，抓好安全生产
专项整治，提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能
力，落细落实公共安全风险防控措施，
突出抓好交通、文旅等重点领域，危化
品、煤矿、建筑施工、燃气、民爆、特种设
备、电力、铁路等重点行业以及餐饮娱
乐、大型商场、高层建筑等人员聚集场
所的安全监管，依法严厉打击违法违规
生产经营行为，着力消除盲点漏洞，坚
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坚持和
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矛盾化解机
制，全力维护社会稳定。要加强值班值
守、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严密防范森

林火灾等自然灾害，严格落实领导干部
带班值班制度。要坚持外防输入、内防
反弹，扎实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

会议最后强调，群众过节，就是干
部过关，各级领导干部要守土有责、守
土担责、守土尽责，力戒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严格执行廉洁自律各项规定，
更加关心关爱困难群众和坚守一线的
工作人员，加强市场保供，让人民群众
欢乐祥和平安过节，为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召开营造良好环境。

会议还审议了《江苏省人民政府
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的意见》。

完整准确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
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推动援疆工作走在前列

▶上接 1 版 把爱国主义作为人生
的精神支柱，将个人“自强自立”之
梦融入“中国梦”，真心爱党爱国，真
诚重塑新我，做一个遵纪守法的人、
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一个自强自
立的人。要汲取奋斗力量，努力迎
难而上。从抗疫榜样身上汲取力
量，树立信心、坚守希望，刻苦学文
化、学技术、学本领、学做人，努力将
希望化为现实。要汲取仁爱力量，

努力希望而行。从内心开始觉悟，认
清犯罪危害性、深挖犯罪根源，以仁爱
为本源，内修外炼，自强、自省、自警、
自律，走实走好“改旧恶、塑新我”的每
一步。张连珍呼吁全社会进一步重视
做好失足未成年人的管教工作，同心
协力，携手为他们早日回归，为他们更
好地融入社会、服务社会、共筑美好

“中国梦”，作出更大的努力和贡献。
省政协副主席周继业等参加活动。

“榜样的力量 前行的希望”主题帮教活动举行

▶上接 1 版 省政协港澳台侨（外
事）委员会介绍省政协调研组调研
情况及委员网络议政提出的意见
建议。黄宏亮、谢剑峰、王国超、沈
晋华、孙晓青、张远鹏、董运弟、徐
善明、李超飞、毛银玲、张海文、石
磊、玄振玉等 13 位省市政协委员、
专家和企业负责人在会场或通过
视频连线方式发言。大家建议，要
积极发挥政府引导作用，加强规划
引领和政策支持；发力数字贸易新

基建，打造现代化产业供应链体系；
释放自贸区政策红利，加强创新能力
开放合作，发挥行业协会和华侨华人
作用，健全法律服务体系，提升企业
经营能力等。

省政协副主席王荣平主持会议，
秘书长杨峰等参会。省发改委、工信
厅、财政厅、交通运输厅、商务厅、文化
和旅游厅、外办、国资委、工商联、侨联
和进出口银行江苏分行负责同志参加
或现场作互动交流。

省政协举行发展·民生专题协商座谈会

▶上接1版 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在优
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环境上下更大功
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打造具有全球
影响力的现代物流企业，大力发展电
子商务，在发展流通新技术新业态新
模式上下更大功夫；千方百计稳住外
贸外资基本盘，鼓励外资企业加大投
资力度，在促进内外贸融合上下更大
功夫，加快建设现代流通体系，为率先
形成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撑。

会议强调，做到“两个维护”关
键要体现在行动上、成效上。要强

化责任担当，坚定不移推动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
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在江苏落地生
根，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

“六保”任务，进一步谋划好“十四五”
规划，坚决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双胜利，努力完成全年主要目标
任务，推动高质量发展、“强富美高”新
江苏建设取得新成效，在开启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中干在实
处、走在前列。

副省长陈星莺列席会议。

▶上接 1 版 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
的重大问题和体制机制障碍等提
出可行的对策建议，为省委提出建
议和省政府编制规划纲要提供参
考；与推进年度目标任务结合起
来，在立法、监督、代表工作中全面
落实中央精神和省委要求，确保高
质量完成省人代会确定的各项任
务；与谋划明年工作思路举措结合
起来，找准服务大局的结合点和着
力点，努力使人大工作更具前瞻
性、更有针对性、更富实效性。要
坚持开门问策、问计于民、问需于
民，充分发挥常委会联系代表、代
表联系群众的独特优势，倾听人民
呼声，凝聚人民智慧，不断夯实依
法履职的民意基础。

省人大常委会第七十三次主
任会议研究审定了关于加强和改
进地方人大立法、监督、代表工作
的三个文件。制定这三个文件是
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
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
思想，深入贯彻党中央、全国人大
关于人大工作部署要求和省委人
大工作会议精神的务实举措，注重
了上下结合、统分结合、近远结合，
既充分体现上级最新精神、又总结
提炼基层创新经验，既把握新时代
人大工作总体要求、又彰显立法监
督代表工作各自特定要求，既突出
对当前工作的指导、又为今后创新
留出空间。要认真抓好文件的学
习宣传贯彻，同时指导市县和基层
人大做好相关工作，合力推动我省
地方人大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会议还对常委会十月份重点工作
作出安排。

坚持开门问策集思广益
夯实人大工作民意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