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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1月 9日电 中共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
平同志《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一
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
全国发行。

这部专题文集，收入习近平同
志论述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文
稿 52篇。其中部分文稿是首次公
开发表。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宣传思想工作
摆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作出一
系列重大决策，实施一系列重大举
措，党的理论创新全面推进，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深入人心，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广泛弘扬，主流思想舆论不断
巩固壮大，文化自信得到彰显，国家

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大幅
提升，全党全社会思想上的团结统
一更加巩固。习近平同志围绕党的
宣传思想工作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
新观点新论断，极大深化了我们党
对宣传思想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
做好新时代党的宣传思想工作提供
了根本遵循。习近平同志《论党的
宣传思想工作》的出版发行，对于广

大干部群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动
宣传思想工作更好承担起举旗帜、
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
使命任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习近平同志《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出版发行

本报讯 （记者 耿 联）11 月 9
日，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
二十三次、第二十四次集体学习时的
重要讲话精神，讨论《关于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扎实推
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点任务》
《江苏省高质量发展年度综合考核指
标管理办法》等，研究部署有关工
作。省委书记娄勤俭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
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重

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历史文化遗产
保护利用、谋划文物事业改革发展提
供了根本遵循，我们一定要深入学习
领会，抓好贯彻落实。要抓保护，进
一步增强历史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
感，建立健全历史文化遗产资源资产
管理制度，健全不可移动文物保护机
制，增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能力，弘
扬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抓传承，
进一步做好考古成果的挖掘、整理、
阐释工作，开展多学科、跨领域合作
研究，形成一批体现江苏水平的重大

成果，推动江苏文化、江苏文脉薪火
相继、代代传承，为文化自信提供坚
强支撑。要抓利用，积极推动考古走
向大众，拉近群众与文物、历史、传统
的距离，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
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
年认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
脉络，切实增强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
感。国内外很多经验表明，考古工作
不仅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也能够成
为带来重大经济效益的文化产业。
各级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新时代文

物事业改革发展，积极为全省考古事
业、文物保护、历史研究走在前列创
造良好条件。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
政治局第二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发表
重要讲话，深刻分析世界量子科技
发展态势和我国量子科技发展形
势，讲话高瞻远瞩、思想深邃，具有
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针对性、指
导性。我们要切实把思想统一到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坚定
创新自信， ▶下转2版

加强新时代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
坚定信心抢占量子科技竞争制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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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黄 伟） 11月9
日，省长吴政隆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
会议，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
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说明和《建
议》全文，以及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
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按照中央和省委部署，
研究贯彻落实工作，进一步用全会精
神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就规划

《建议》作的说明，科学回答了党和国
家事业发展一系列方向性、根本性、
战略性重大问题，通篇贯穿着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
法论，为我们吃透全会精神作了最权
威的辅导。各级各部门要把学习好
宣传好贯彻好落实好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精神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树牢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进一步学深悟透、入脑
入心，精心编制好实施好我省“十四
五”规划纲要及专项规划，推动全会

精神在江苏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
深刻理解说明中阐述的七个重点问
题，深刻理解“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
发展的指导思想、遵循原则、主要目
标、重点任务，深刻理解主题、主线、
根本动力、根本目的，深刻理解新发
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深
刻理解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定不移
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努力
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
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下转2版

吴政隆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在新发展阶段推进“强富美高”建设取得新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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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深刻总结
了一年来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的
新的重大成就，深入分析了我国发展
环境面临的深刻复杂变化，系统谋划
部署了“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
工作，擘画了我国未来5年以及15年
的发展新蓝图。习近平总书记发表
的重要讲话，纵论国际国内，把握过
去未来，指方向、定基调、明任务，讲的
都是极为重大的认识问题、方向问
题、实践问题，为我们推进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
要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深入学习领
会，抓好贯彻落实，从发展实践中坚
定信心，从形势判断中明晰方向，从
使命任务中增强自觉，奋力推动江苏
走在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前列。

党和国家一年来的发展
成就来之不易、振奋人心，我
们必须更加自觉地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统一思想、指导实践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以来，我
们遇到的困难之大前所未有、面临
的形势之复杂前所未有、改革发展
稳定的任务之重前所未有。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大格局审
视大变局、以大气魄应对大挑战，不
仅稳住了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而且
实现了稳中有进、危机中育先机、变
局中开新局，在党和国家的历史上
留下了非比寻常的一笔。

有力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掌握了发展主动权。今年以来，
党中央及时确立构建新发展格局的
新航向、筑牢经济发展的“压舱石”，

“六稳”“六保”稳住了阵脚、保住了基
本盘，扩大内需战略促进了投资和消
费快速恢复，区域发展战略推动长三
角等城市群发挥了“稳定器”作用，我
国前三季度经济增长由负转正，实现
了全局性、可持续性的复苏，这是世
界奇迹。与此同时，我们始终站在人
类道义的制高点，以倡导人类命运共
同体为引领，坚守多边主义，扛起生
态文明建设的大旗，在同各种抹黑、
歪曲、打压的斗争中捍卫了国家利益。

同百年不遇的疫情灾情作斗
争，赢得了重大战略成果。我国用
最短时间遏制了疫情大面积蔓延，治愈
率和疫苗研发世界领先。▶下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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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精神，“加快优质医疗资源扩
容和区域均衡布局”，聚焦聚力“强富
美高”新江苏新南京和南京大学“双
一流”建设，11月7日，南京大学医
学院附属鼓楼医院（南京鼓楼医院）
2021—2035 年发展纲要暨“十四
五”规划高级专家咨询会在南京举
行，包括22位“两院”院士在内的百
余位专家、学者齐聚南京，为鼓楼医
院未来高质量发展献计献策。大会
以“立足优势聚焦高质量，谋篇布局
开创新征程”为主题，宣布成立鼓楼
医院发展咨询高级专家委员会。

创建于1892年的南京鼓楼医院
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人文底蕴，

在今年7月国家卫健委公布的2018
年全国1000多家三级公立医院绩效
考核中，排名全国第十。目前，医院
有海外院士1人、长江学者2人、杰
青2人、优青4人、国家百千万人才
工程3人、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
家7人，担任中华医学会分会主委1
人、候任主委和副主委5人，享受国
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48人。

鼓楼医院作为江苏、南京区域龙
头医院和南京大学直属型附属医院、
重点临床医学院，秉承疑难急危重症
诊疗中心的定位，带动了区域医疗卫
生事业发展，在服从服务于南京城市
发展和南京大学发展中守卫健康、守
护人民。 ▶下转6版

名院名校强强联合深度“牵手”

推动南京鼓楼医院
进入全国第一方阵

进入四季度，各地迎来年终考
核关键期。往年到了这时候，不少
基层干部便会大倒苦水——不仅各
项考核“压头皮”，文山会海更让他
们不堪重负。今年，沛县聚焦会多、
文多、考核多的形式主义顽疾，倡导
转会风、转文风、转考风，切实为基
层减负。同时，大兴研究问题、攻坚
克难、协作配合之风，通过“转三风、
兴三风”，不断开创发展新局面。

减负不能只限定数量，更
要提高质量

打开今年的考核表，五段镇镇
长李龙飞觉得轻松不少。“像我们这
样的农业乡镇，原来考核中也有利
用外资指标，但确实很难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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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阴市顾山镇红豆村积极探索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模式，聚焦特色产业，走出了一条规模化、市场化的现代农业发展
之路。图为8日，当地花农正在分装、晾晒新采摘的金丝皇菊。 沈思远摄 视觉江苏网供图

今年是上海浦东开发开放 30
周年。起步之初，陆家嘴、外高桥、
金桥、张江四个国家级开发区相继
设立，成为浦东开发开放的主要载
体。如今，四大开发区已变身“四
座城”：金融城、贸易城、智造城、科
学城。从它们的成长，人们可以管
窥浦东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丰硕
成果。

从“站立的金融街”到“离
世界最近的地方”

从外滩眺望，陆家嘴金融城的三幢
摩天大楼——420.5米高的金茂大厦、
492米高的环球金融中心、632米高的
上海中心，勾勒出优美的城市天际线。

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公司首
任总经理王安德回忆说，陆家嘴是我

国第一个以“金融贸易区”命名的开
发区。挂牌之初，大家都不知道怎么
做，完全是在一片空白处摸索。

一边摸索，一边开发。目前，面
积不过31.78平方公里的陆家嘴金融
城，云集了10多家国家级要素市场
和功能性金融基础设施、6000多家
金融机构、30多万名金融人才。

▶下转9版

从金融城到科学城——

看浦东高质量发展“满天星斗”

“感谢‘万善丹阳’，给我们的生活
带来了希望。”近日，丹阳市界牌镇居民
沈福海拿着丹阳如意慈善送来的
3000元善款，感动地掉下了眼泪。

针对因病、因残、因意外导致支
出远大于收入两倍的支出型贫困家
庭，丹阳首创推出“万善丹阳”APP，
通过“互联网+”展开结对帮扶，目前
已向280户困难户伸出援手，总帮扶
金额达105.86万元。

丹阳市委书记黄春年表示，今年
以来，丹阳市通过实施“高水平小康·

丹阳在行动”，进一步完善党委领导、
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
会治理体系，搭建起“万善丹阳”平
台，在全市上下营造人人参与、时时奉
献、处处可为的氛围，确保高水平小康
路上“一个都不能少”。

集纳百川，汇聚浩瀚善海

“家庭编号LC-0066，所属地区
吕城镇留庄殷台村，户主年老靠做
门卫贴补家用，儿子化疗尚处于恢复
期，需求金额5000元， ▶下转7版

小程序撬动扶贫大格局

“万善丹阳”凝聚小康“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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