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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中共中央批准：张爱军
同志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张爱军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

本报讯（杨 毅 林 培） 10月
15日刚在深圳举办投资说明会的东
台市，17日又在南京举行一场投资
说明会。这是东台47天内举办的第
四场招商引智活动，目的就是抢发展
先机、抢新兴项目、抢高端人才。

今年，东台组建38个专业招商
局，围绕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现代
服务业及总部经济等，推进“全员全
域全年”招商。9月初，东台在上海举
办经济社会发展投资说明会，签约22
个先进制造业项目，总投资66亿元；9

月底，在山东开展农业产业招商，签
约12个现代农业项目，总投资12亿
元；10月15日在深圳签下总投资145
亿元的25个新兴产业项目；17日又
在南京与多家科研院所签订产学研
合作项目，如与东南大学共建“技术
转移分中心”平台等。短短两月，东台
在沪鲁深宁四地刮起招商引智“旋风”，
揽得项目59个、总投资223亿元，极
大提升了东台的美誉度和开放度。

东台是全省首批推进高质量发
展先进县（市）。 ▶下转2版

东台大手笔招商抢发展先机

鱼米之乡，橙黄橘绿，田畴似锦，沃野生金，
处处散发着丰收的喜悦。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
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3年
来，省委、省政府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
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两次视察江苏重要指示
精神为遵循，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

“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以走在前列为目标定位
乡村振兴，以高质量发展为要求推动乡村振
兴。江苏大地上，乡村振兴的梦想照进现实。

回望一千多个日夜里的辛勤耕耘，喜看农
业农村发展的累累硕果，打开“产业兴旺、生态
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
兴图景，振兴的乡村正成为稳定经济社会发展
大局的“压舱石”，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奠定坚实根基。

农业强，饭碗牢牢端手中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秋天之美，我想什么
都比不上‘丰收’。”9月22日，在第三个“中国
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省委书记娄勤俭第三次
深情撰文礼赞农民、庆祝丰收。

今年我省的农业生产遭受了百年不遇的疫
情冲击，经受了非比寻常的旱情考验，接受了历
史罕见的洪水洗礼，每一颗果实，每一份收成，
都饱含希望、弥足珍贵。全省夏粮总产达275
亿斤，同比多收3亿多斤；秋粮丰收在望，全年
粮食总产有望达到740亿斤以上的目标。

有了丰收这个基石、后盾和底气，发展和民
生就有了坚实基础。3年来，我省粮食等主要
农产品连年丰收，粮食保障能力不断提高，江苏
儿女以始终如一的勤劳、智慧和勇气，牢牢将饭
碗端在自己手中。

乡村产业培育壮大。以培育8个千亿级优
势特色产业为抓手，大力实施现代农业提质增
效工程，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截
至2019年，累计扩大优质食味稻种植面积200
万亩、稻田综合种养面积55万亩，耕地轮作休
耕试点扩大到130万亩。

高效特色产业做强做优。大力发展特色水
产、绿色果蔬、花卉等高效设施农业，推进特色农
产品生产向优势产区聚集。培育出“宿有千香”

“连天下”“淮味千年”“苏州水八仙”“响水西兰花”
等一批知名农产品区域公共品牌和地产品牌。

在南京，以南京国家农高园、南京国家农创
园等4个国家级农业园区建设为引领，全市41
个市级以上农业园区提档升级；在徐州，集“种
养+、吃住行、游购娱、教科研”于一体的乡村产
业深度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快马加鞭；在无锡，

“百企建百园”工程经验持续推广，全市农业园
区面积比重达52%……

省委农办主任、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杨时云
表示，3年来，我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制
定出台一系列支持政策， ▶下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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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汉语、汉文化——一个
“汉”字，成为中华文化的鲜明标识，
也指向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家园。
17日，由江苏省委宣传部、中国秦汉
史研究会、徐州市委市政府共同主
办的首届汉文化论坛在徐州举行，
海内外专家学者、文旅行业领军人
物、知名作家等150余人参加，共同
讨论汉文化的特质与价值、传承与
发展，如何以汉文化引领区域发展，
把论坛办成弘扬江苏吴韵汉风的品
牌平台。

在中华文化的历史图谱上，汉文
化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形成“大一统”
文化格局，其刚健有为、民为邦本、礼
治天下、和而不同的价值理念融入中
华文化底色，并成为中国文化软实力
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演讲中，文化学
者、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王立群以刘
邦胜利与项羽失败为切入点，阐述汉

初民为邦本、得民心者得天下思想的
确立，这些治国理念被中国古代各个
朝代所奉行，成为中国古代治理文化
中的根基，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提供历史借鉴。

汉文化凝聚中华儿女内心深处
的文化认同。历史学者、北京社会科
学院研究员阎崇年表示，汉文化是中
华文明的主体，其协和万邦、天下一
家的文化理想，既重视不同文化的独
特性，又重视大一统的整合性。这种
和而不同的理念对于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具有非凡的价值。正如汉代
对于中国文化具有开创性和奠基性
的意义，今天我们同样需要在纷繁复
杂的世界文化交流中，赋予中华文化
新的时代内涵。

在璀璨华彩的汉文化体系中，徐
州究竟占据怎样的地位？这座古城
对汉文化的形成、发展和赓续发挥怎

样的作用？
西北大学教授、中国秦汉史研究

会副会长徐卫民认为，徐州不仅是汉
文化的重要发源地，更是汉文化资源
的重要保存地。徐州汉墓多达3000
多座，已经发现的汉画像石有700余
块，为后人了解汉代社会的方方面
面，提供第一手资料。

“徐州在汉文化的形成中有六
大贡献。”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
主任周琪归纳总结，“徐州具有轴心
时代的原创之功、先秦文化的复兴
之功、文化江山的统合之功、儒释道
早期的会同之功、大汉气象的文创
之功、大汉文化的弘扬之功，因此徐
州是当之无愧的大汉文化的源头和
发祥地。”

江苏历史文化璀璨多彩，有楚汉
文化、淮扬文化、金陵文化、吴文化和
江海文化等多个文化圈，而徐州无疑

是江苏汉文化的代表。南京师范大
学文学院教授陈书录建议，打造以徐
州为中心的大都市文化圈，建设汉文
化传承和创新基地，通过多元交汇、
协同发展融入弘扬吴韵汉风、传承江
苏文脉、建设文化强省的大格局中。

论坛举办“四省十市”文化旅游
发展联盟圆桌会议，致力推进汉文化
文旅融合一体化发展，并达成以两汉
文化为纽带的“文旅共识”。徐州如
何成为汉文化的“诗与远方”？

南方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深圳
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李凤亮建
议，为厚重的两汉文化嫁接现代、时
尚、年轻化的元素。首先，把文化作
为资源而不是包袱，既不厚古薄今，
也不近今疏古；其次改变传承思路，
既强调保护也重视活化，把文化元素
提取出来，通过文创产品让文物活起
来、动起来； ▶下转2版

舞动汉风，再唱新时代“大风歌”
首届汉文化节论道以千年文脉滋养现代发展

本报讯（记者 马 薇）一城盛
情邀请，千亿项目落定。10月 16
日，2020江阴经贸合作洽谈会开幕，
总投资911.5亿元的137个项目签约
落定。江阴市委书记许峰表示，“未
来的江阴，产业更高端、创新更澎湃、
城市更美好、人民更幸福，一个‘四
季有花、随处见景，规划一流、特色鲜
明，文化荡漾、品牌响亮，产业高端、
人才向往，社会和谐、人民安康’的江
阴值得期待。”

江阴，有“不离不弃、静待花开”

的定力情怀，有“有求必应、无事不
扰”的契约精神，更有“鼓励创新、包
容失败”的宽广胸怀。江阴正全力打
造以高端纺织服装、石化新材料、金
属新材料、汽车船舶“四大主导产
业”，集成电路、新能源、生物医药及
高端医疗器械、高端装备“四大新兴
产业”，数字经济、总部经济、枢纽经济

“三大新经济”为核心的“4+4+3”产
业链地图，全面实施“东西互搏”“南征
北战”创新发展战略，努力建设一座
现代化滨江花园城市。 ▶下转6版

江阴经洽会揽金超900亿元

兴化市委书记叶冬华说，兴化经济开发区正全力争创以健康食品为特色的国家级开发园区，致力

打造“中国唯一、世界第一”的国际调味品产业集聚区，让“健康中国”的餐桌上有更多“兴化味道”。

兴化味道，香飘“健康餐桌”

“农房改善是好事，我们全力支
持。”在淮安务工的金湖县银涂镇于
沟村村民崔杰，日前特地赶回家乡
签订拆迁协议。“家里10亩地一年
租金1万元，我和老伴月收入5000
多元，儿子月收入6000多元。”崔杰
感叹说，现在全家年收入加起来超
过15万元，日子越过越舒心。

农民住房条件改善工作启动以
来，金湖坚持高起点规划、高品质配
套、多产业支撑，让百姓“搬得出、留
得住、能致富”，建设“外在有颜值、
内在有气质”的美丽乡村，让群众有
获得感。坚持群众利益最大化，金
湖给予自愿搬迁农户房屋补助、购
房补贴、隐性补助“三重福利”，质量
较好的农房可以在县城换购等面积
的安置房，较为陈旧的农房也仅需
支付1万-2万元差价。坚持靠城、
靠镇、靠园“三靠近”原则，金湖建设
农村新型社区20多个，形成功能完
善、高效便捷的生产生活圈，让群众
搬得出、留得住。

县住建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通
过全面排查集镇闲置资产，整合利
用原“七所八站”、学校、医院和废弃
企业存量建设用地，优先安排农村
新型社区项目，既节约土地指标、节
省基础设施配套成本，▶下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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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小康全面小康 追梦之路追梦之路””调研行调研行

眼下，泗洪县洪泽湖农场5万亩水稻进入收获季。高空俯瞰，一望无际的稻田，犹如金色的海洋，蔚为壮观。
张连华摄 视觉江苏网供图

“这期上榜的有我们庄的张立
新。他义务修桥两年，平时还经常帮
我们修农具，他上榜理所应当！”“你
看这个王兴龙，几年如一日孝敬卧床
不起的80多岁老母亲，真是个好儿
子。”9月29日，东海县白塔埠镇新元
村农民集中居住区——新元新村，六
七个村民正聚在村部前兴致盎然地
讨论新一期的善行义举榜。

“我们村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由
村民代表、党员代表等一起评选出
三四名村里的先进典型并张榜公

布，还有‘最美婆媳’‘文明家风’等
评选。咱们农村没有什么惊天动地
的大事，就是通过这些平凡生活里
的好人好事来教育身边人，彰显正
能量，提升村民的文明程度。”新元
村党总支书记夏兴保的话朴实无
华，却说出了这个经济强村的移风
易俗之道——打造小微平台，用最
接地气的方式，吸引农民参与新时
代文明实践，打通乡村移风易俗“最
后一公里”。

新元村地处东海县最东侧，311

国道从村前横贯而过。改革开放
后，新元村就开始大规模种植西红
柿，发展高效农业。大约10年前，
不少村民又开着吊车跑遍全国，跑
出一个“吊车专业村”。去年，新元
村集体经济收入超过100万元，可
谓民富村强。

“虽然经济上比较富裕，但咱们
村以前风气不太好，兄弟、邻里之间
经常吵架，红白事的攀比更是造成不
少铺张浪费。‘钱袋子’鼓了，这文明
素养也得跟上。”夏兴保毫不讳言。

目标有了，路子怎么走？新元村
打造微讲堂、微视频、微建议、微心
愿、微服务“五微”平台，建立村级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村组新时代文明实
践分站、文化中心户新时代文明实践
示范点三级机构， ▶下转5版

钱袋子鼓了，文明素养也得跟上

本报讯（记者 高坡 峥嵘 孟旭
诗涵） 10月18日，作为中国历史上
最悠久的现代高等学府之一，苏州大
学迎来120岁生日。当天，学校在恩
玲艺术中心举行纪念建校120周年发
展大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农工党中央主席陈竺视频讲话，十一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红
十字会原会长华建敏出席，省委书记
娄勤俭致信。

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民进中
央副主席朱永新，中国红十字会党组
成员、副会长孙硕鹏出席会议，省委常
委、苏州市委书记许昆林出席会议并
致辞。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
士吕建，南开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
士曹雪涛等出席发展大会。

陈竺在视频讲话中充分肯定了苏
州大学自建校以来，秉持“养天地之
气，法古今完人”的校训，为国家和民

族作出的重要贡献。他说，今天的苏
州大学精英荟萃、人才辈出，办学规模
不断扩大，办学质量不断提升，重大成
果不断涌现，各项事业呈现出厚积薄
发、生机盎然的良好发展态势。站在
新的历史起点上，他希望苏州大学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努力汇聚一流教师队伍，培养
一流拔尖俊杰，创造一流科研成果，提
供一流社会服务， ▶下转2版

苏州大学举行纪念建校120周年发展大会
陈竺视频讲话 华建敏出席 娄勤俭致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