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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纪
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

战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
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
华书店发行。

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上

习近平讲话单行本出版

新华社电 针对美国务院此前批
准向台湾出售总额约18亿美元的武
器装备，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26日
表示，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中方决定
采取必要措施，对参与此次对台军售
的洛克希德·马丁、波音防务、雷神等
美国企业，以及在售台武器过程中发
挥恶劣作用的美国有关个人和实体
实施制裁。

赵立坚是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
作出上述表态的。他说，美方向台

湾地区出售武器装备严重违反一个
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
定，严重损害中方主权和安全利
益。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予以强烈
谴责。

“中方再次敦促美方恪守一个
中国原则的承诺和中美三个联合公
报的规定，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任
何军事联系。我们将继续采取必要
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
他说。

中方决定制裁参与对台军售的
美国企业、个人和实体

新华社电 10月 26日，国家主
席习近平致电阿尔塞，祝贺他当选多
民族玻利维亚国总统。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中国和玻
利维亚是好朋友、好伙伴。近年来，中
玻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务实合作成
果丰硕，特别是2018年两国建立战略

伙伴关系以来，各领域交流合作日益密
切，给双方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
度重视中玻关系发展，愿同你一道努
力，推动不断丰富和充实中玻战略伙伴
关系内涵，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衷心
祝愿在你领导下，贵国政府和人民在国
家建设事业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

习近平向玻利维亚
当选总统阿尔塞致贺电

2019年，扬州市邗江区实现空气
质量优良天数245天，同比增加6天，
2020年上半年，全区空气质量优良天
数实现同比增加27天，环境空气质量
实现“高速提升”。

近年来，扬州市邗江区不但在长
江流域水环境保护方面“护水有方”，
还连续多年不断提升环境空气质量，
除了全区上下和生态环境部门的不懈
努力，“天地空一体化”监测监管体系
也功不可没。

精准发力，
环保“鹰眼”守护蓝天白云

“发现严重扬尘污染，请指挥中心
立刻派单。”前不久，邗江区槐泗镇包
家村环境监管网格员杨荣在日常巡查
中发现，扬州某电动工具有限公司大
院内有一家私人作坊，生产车间烟雾
弥漫，导致严重环境污染，她立即通过

“智慧槐泗”APP向指挥中心汇报情
况，并视频取证，当地环保部门经现场
检查后当即立案查处。

“过去也接到过居民举报，可由于
举报不及时，赶赴现场又需要时间，执
法大队经常是无功而返。”邗江生态环
境局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相关负责人介
绍，自去年5月槐泗镇网格化“智慧监
管”系统运行以来，覆盖全镇的58个
环保监测“鹰眼”与无人机巡航，83名
网格员按地域进行不间断巡查，指挥
中心统一调度指挥，真正实现了“全镇
覆盖，疏而不漏”，案件执法效率显著

提高。截至去年9月底，该镇仅通过
视频和无人机自动预警的案件就多达
1500件。

“餐馆饭店安装油烟净化装置，
是开展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解决餐饮
业油烟扰民的一项具体举措。然而，
一些餐馆饭店总是‘打游击’，油烟净
化装置平时闲置，遇到有人上门检查
才开启。”邗江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
科相关负责人介绍，邗江在全区37
家大型餐饮机构安装了50套餐饮油
烟监控系统，该系统在油烟净化器对
油烟进行净化处理时，能直接接收实
时数据，包括油烟监控系统是否正常
开启，烟道的温度、湿度及浓度数据
以及油烟是否达标排放等。“正常情
况下，每三五分钟，现场就能上传一
次数据至监控平台云数据中心，便于
生态环境部门第一时间掌握有关信
息。”

今年以来，邗江区继续加大
VOCs专项整治和臭氧污染治理力
度，完成全区9个加油站的油气回收
在线监测系统安装工作，在7家企业
安装15套VOCs在线监测系统，有效
防止企业VOCs超标排放。采购无
人机设备，用于航拍检查工地扬尘情
况以及监控大气环境质量。此外，为
完善地方空气质量监测网络，邗江预
计今年底完成37个空气监测点安装
工作并投入运行，将空气监测站点精
细划分至乡镇街道，有的放矢，落实环
保主体责任。

借力而为，
挡住企业治污“擦边球”

“警告，污水排放量已达到100%，
即将进行关闸处理……”不久前，在扬
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污水排放池旁，
随着工作人员的操作，污水排放闸门
彻底关闭。据现场的工作人员介绍，
这是扬州市邗江生态环境局智慧环保
二期项目中的IC卡排污总量控制系
统，已于去年9月正式上线运行。

“企业生产过程中排污，一直以来
都是环境监管中一道令人头痛的难
题。”相关工作人员介绍，对企业生产
过程中排污达标和实行总量控制，一
直是环保工作的痛点。以往，生态环
境部门一般总是通过监测人员或网格
员巡查发现排污超标后处理，战线长、
工作面广，发现也不及时，并且无法核
定企业排污总量。而如今，采用刷卡
排污总量智能控制系统，情况就大为
改观，在项目审批发放排污许可证时，
就会对企业排污总量进行测算，核定
其一年内的排污总量，然后将有关数
据输入芯片，对企业进行实时排污总
量控制，这就倒逼企业压缩排污行为、
自觉呵护城市生态环境。“一张IC卡，
卡住的是企业的‘任性’行为，呵护的
是城市的水环境。”

而在监控企业生产排污方面，邗江
生态环境局再次借力科技，提档升级，
有效阻止企业治污打“擦边球”。今年6
月份，在邗江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工作

群，一张手机短信截图显示：“扬州金绒
毛纺有限公司废水总排口于2020年6
月28日12：00化学需氧量在线数据1
小时缺失。”信息是由环保用电监管
APP发自用户手机。该群工作人员迅
速作出反应：“金绒数据缺失，请立即核
实，同时去现场查看。”

“企业的排污设施与环保用电监
控设施同时开启，排污设施一旦关闭，
用电环保监控就会立即报警，我们这
边马上就能收到短信提示。”邗江生态
环境局执法大队工作人员介绍，环保
用电监管APP是基于污染治理设备
用电管理，24小时不间断监测企业污
染源及污染治理设施用电状况，通过
关联分析、超限分析、停电分析及时发
现污染治理异常情况，并实时监控企
业限制生产、停产整治情况，协助企业
规范生产。目前，邗江共40家企业安
装环保用电监控设备。

企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危险废物
也是造成环境污染的重要来源。“目
前，邗江已对182家开户企业所生产
的危废进行了全生命周期的监控。”邗
江生态环境局土壤与固体废物管理科
相关负责人介绍，邗江依托危险废物
动态管理信息系统，全面记录危险废
物产生、贮存、转运、处置的全部过程
信息以及状态信息。“这样既能查清每
批危险废物的来源去向，又能掌握每
个环节的状态，实现全程可追溯、全程
留痕迹，有效防范数据造假。”

除此之外，邗江还在泰达环保等

10家企业排污口全部安装水质监测
系统和水质环境监控视频系统，并建
成1套视频综合管理平台。邗江生态
环境局水生态环境科相关负责人介
绍，“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是了解和掌
握区域排污状况以及排污趋势的手
段，通过对重点污染源排放状态的自
动监控，可为环境管理、污染源控制等
提供客观的科学依据，增强污水处理
站的守法自觉性。”

大展拳脚，
形成智慧环境监测监管格局

“一家艺术公司院内另一家雕塑
公司存在废水直排雨水管的问题，污
染严重，请尽快处理。”接到报警线索
后，邗江区污染防治监管平台立即分
办至邗江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执法
人员迅速赶到现场，经过一番详细排
查，责令该单位停工整改。整顿完毕
后，环境执法人员还通过平台的各项
数据，对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研
判，并作出进一步部署，“这个点位的
数据是否还存在其他问题？今天下
去，一是配合水科再次走访附近居
民，做好宣传教育，二是对附近企业
进行帮扶，督促正常使用污染治理设
施。”

“我们的工作分配之所以清晰明
确、有的放矢，全凭这一张‘大网’，所
有与环境污染有关的线索，都会聚拢
到这里，将问题‘一网打尽’。”邗江生
态环境局相关工作人员介绍，“天地空

一体化”监管体系与污染防治监管平
台紧密配合，相互协作，有效提高环境
监管效率。打开该平台页面，“建单日
期、线索内容、线索跟踪、线索分办、消
除预警、重大问题办理、线索退回审
核、回收站管理”等履职链条一一罗
列，从举报到整改再到反馈，问题解决
的全流程都在平台留痕。

当前，邗江污染防治监管平台正
将生态环境局、住建局、城管等具有污
染防治工作职责的12家单位（部门）
纳入进来，形成横向联动、联防联治，
实现上下“一盘棋”。形成“云上监
管+责任督办+快速处置”环境监管闭
环，线上线下同步跟踪督查，对同一点
位各类环境污染问题进行关联，助力
问题精准施策、快速处理，建立“线上”

“线下”双督查制度，构建“监管”“监
督”双覆盖模式，努力做到环境问题监
管全覆盖。截至目前，邗江通过平台
受理各类问题线索7539余件，办结
7234余件。

“近年来，邗江生态环境部门对
区、镇街、村社、企业的相关数据进行
统一，使其互通互联共享、取证全面客
观无争议，助力实时协同处理环境污
染。”邗江生态环境局副局长韩军表
示，移动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为生
态环境保护工作植入了“科技芯片”、
优化了监管手段，同时有效推进了环
保责任主体下沉，助力初步形成智慧
环保监测监管格局。

金 霏 李鑫津

构建“天地空一体化”监管体系，护航邗江生态环境保护

北起羊台山，南入深圳湾，全长
13.7公里的大沙河曾是南山区的臭
水河，如今逆袭成了深圳新晋“网红
打卡地”：

沿河而下，水清岸绿、白鹭翻飞；
腾讯、中兴、大疆等上百家高科技企
业汇聚成“创新大道”，串联起粤海街
道、大学城、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等
城市“创新名片”……

一条大沙河，一个南山区，是深
圳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缩影，也是我国
发展理念革故鼎新的缩影。

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发展理
念，就有什么样的发展状态。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5年前，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五
大发展理念，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
了科学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

“十三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上
下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努力破
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推动我
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

5年来，创新发展动力澎湃——
我国研发投入强度从2.06%增

长到2.23%，基础研究经费增长近一
倍，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第29位升
至第14位……创新型国家建设取得
重大进展。

“中国天眼”落成启用，量子信息、
铁基超导、干细胞等领域取得一批重
大原创成果；C919大型客机飞上蓝
天，港珠澳大桥正式通车，北斗导航全
球组网，5G网络加速成型，数字经济占
GDP比重超三成……创新成果竞相涌
现，支撑引领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5年来，协调发展多点开花——
1亿多农业转移人口成为新市

民；2019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升
至60.6%、比2015年提高4.5个百分
点；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显著改善，城
乡协调发展呈现新格局。

设立河北雄安新区，推进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
家战略，重大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加快

落实，东中西和东北“四大板块”联动
发展，纵横联动东西南北、统筹联通国
内国外的发展新棋局正加快形成。

5年来，绿色发展扎实推进——
2019年单位GDP能耗比2015年

下降13.2%，全国337个地级及以上城
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2%，
地表水质量达到或好于Ⅲ类水体比例
达74.9%……生态文明建设力度之大
前所未有，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

优化产业布局和结构，大力整治
“散乱污”企业；大力发展绿色建筑、
绿色交通；生活垃圾分类，公共交通
出行，节约粮食、反对浪费……绿色
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5年来，开放发展引领潮流——
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位居世界第

一，2019年利用外资规模再创历史新
高，中国装备、技术、标准和服务稳步

“走出去”……我国对外开放走向更高
水平，对外经济新优势加快形成。

累计与138个国家和30个国际
组织签署200份共建“一带一路”合

作文件，设立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
海南成为内地第一个自由贸易港，全
球营商环境排名跃升至2019年的第
31位，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快构建。

5年来，共享发展惠及民生——
超过5000万农村贫困人口摆脱

绝对贫困，贫困发生率从2016年的
4.5%下降至2019年的0.6%，区域性
整体贫困基本得到解决，脱贫攻坚取
得决定性成就。

累计实现城镇新增就业超过6000
万人，社会保障体系继续完善，2019年
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2015年增
长39.9%，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持续扩
大，2019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
77.3岁……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
全体人民，百姓生活质量显著提升。

回望“十三五”，在14亿中国人
民的团结奋斗中，我国发展迈上新台
阶。面向“十四五”，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我国将谱
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新华社北京10月26日电）

“十三五”，新理念引领发展迈上新台阶

26日，全球知名汽车
企业特斯拉宣布，中国制
造Model 3将于10月27
日首次出口欧洲，首批
7000辆汽车将在11月底
抵达欧洲，销往德国、法
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
牙、瑞士等国家。图为特
斯拉上海超级工厂内的
Model 3汽车。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电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网站26日公布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问题情况月报数据。通
报显示，2020年9月，全国共查处违

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1929起，
处理17314人（包括63名地厅级干
部、830名县处级干部），给予党纪政
务处分11162人。

9月份1.7万多人因违反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被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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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 在春江街道东海社
区渔船集中停靠点，通过铁腕治污、拆
迁清障，目前取砂船已经全面取缔，渡
口重塑容颜，回归良好生态，成为长江
岸边独特的湿地景观。江堤整体提升
后，沿江的连片芦苇荡，已经成为了野
生鸟类的栖息地，“春江水暖鸭先知，
蒌蒿满地芦芽短”的景象将成为常态。

在常州录安洲岛，曾经的老书记石
厚林在浩渺的长江江面上巡护一江清
水。他是土生土长的录安洲人，带领着
几十个岛民回到岛上栽种树苗。岛上的
植被随着轻柔的江风泛起阵阵绿色波

涛，成片的香樟、石楠、桂花恣情摇曳。
距离江堤8公里的新龙生态林，绿

草如茵，河水清澈。常州高新区党工委
书记、新北区委书记周斌介绍说，从长
江绕城到长江入城，新北区打造三纵三
横多点生态体，即沿江地区滨江十里绿
带、新龙生态林十里森林、高铁沿线十
里公园三大生态屏障，澡港河、德胜河、
新孟河三条生态河道，和产业园区生态
湿地、中水回用等示范工程，统筹山水
林田湖草等生态要素，打造水清、岸绿、
景美的长江生态廊道，努力建设长江大
保护绿色转型发展的先行示范区。

创新全链融合，撬动中轴崛
起新支点

用生态颜值换产业价值。常州破
立并举，做好“无效供给、低端产能”的
减法和“高端产业、绿色产业”的加法，
加快转型发展。常州市发改委主任汤
如军介绍说，我们一手抓新兴产业培
育壮大，一手抓传统产业转型提升，持
续开展重大项目主题年活动，加速壮
大高端装备、绿色精品钢2个两千亿
级，汽车及核心零部件等5个千亿级，
轨道交通等3个五百亿级产业集群。

常州滨江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
胥亚伟介绍说，我们编制滨江化工园区
转型升级发展规划，围绕产业链、供应
链、创新链，重点招引培育高性能碳纤
维及复合材料、创新药等战略性新兴产
业，提高沿江区域发展“含新量”。德国
朗盛、华润新材料、合全药业等60个优
质新项目相继签约，总投资50亿元的
新创碳谷正式落地。现已集聚以荷兰
阿克苏诺贝尔、日本住友化学、德国朗
盛化学、美国亚什兰等为代表的世界
500强、跨国公司和以中简科技、华润
新材料、合全药业等为代表的行业隐形

冠军、“小巨人”企业20家以上。
推动长三角一体化与长江经济带

发展互促共进，常州以“城市新中心、
中轴新支点、产业新高地、智慧生态
城”为总体定位，举全市之力打造中轴
崛起战略支点——高铁新城。积极开
展省级沿江关闭腾退化工企业用地资
源整合利用试点，为产业转型升级城
市精明增长留出未来空间。记者了解
到，常州高铁新城将集中布局金融商
务中心、区域总部中心、国际会展中
心、文旅体育中心、品质生活中心“五
大中心”项目设施。目前，已注册和签

约总部项目11个、金融项目8个、大
型综合体项目1个、空间信息产业链
项目2个。月亮船、德国小镇、国际马
拉松、足球中心、网球中心、水上运动
中心等项目高标准推进，成为吸引研
发人群、商务人士、创业人群、高校师
生和外籍人士的“强磁场”。

长风破浪正当时，勇争一流再出
发。“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已在常州
大地生根，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
路子正从共识走向落实、变成现实。

本报记者 蔡 炜 唐 颖
本报通讯员 杨 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