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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 13日电 中
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
《习近平关于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重要论述选编》英文版，近
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发行。

《习近平关于统筹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重要论述选编》中文
版，已于 2020 年 10月由中央文献

出版社出版，收入习近平同志有关
重要文稿43篇。为便于国外读者
阅读和理解，英文版增加了注释和
索引。该书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
助于国外读者全面深入了解习近
平同志关于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构建人类卫生
健康共同体的重要论述和实践，了

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成功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快速实现经济社会
恢复和发展付出的艰辛努力、取得
的显著成效，对于国际社会正确认
识中国制度巨大优势和深刻理解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丰富内涵具
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关于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重要论述选编》英文版出版发行

当时光的脚步迈进2020年最后一个季度，历史的巨
轮，载着亿万人民的小康夙愿，穿越困难与险阻，即将抵达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彼岸。第一个百年的奋斗目标，近在
咫尺、触手可及。

为全国发展探路，是党中央对江苏的一贯要求。2014
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苏并发表重要讲话，殷切期望江苏
紧紧围绕“两个率先”，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推动“五个迈
上新台阶”，努力建设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
度高的新江苏。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胜利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到
江苏考察调研，要求江苏着力在改革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
上争当表率，在服务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上争做示范，在率
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上走在前列。

“十三五”以来，江苏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自觉肩负起
走在前列的使命，扛起先行者的担当，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
念，奋力书写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高水平全面小康时代答卷。

砥砺前行，高水平建成获得感更强的全面小康

75岁的张志明虽是张家港市南丰镇永联村村民，却像城
里人一样领退休金、住老年公寓，每天健身下棋、休闲散步，隔
三差五去村里的文化中心看戏听曲……“不愁吃不愁穿，日子
美得很！”对于如今“有钱又有闲”的生活，老张心满意足。

在居民收入水平迈入“4万元时代”的江苏，“老张”们
的故事还有很多。这五年，“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
强，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的全面小康
愿景，正在江苏呈现为一幅幅小康生活的现实图景。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党对人民、对历史
作出的承诺，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基础、
关键一步。对江苏来说，不仅要率先建成，而且要高水平建
成。”省委书记娄勤俭强调，冲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瞄准
高水平，突出“全面性”，实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
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面进步；突出“广
覆盖”，覆盖所有区域和人口，确保一人不少、一地不落地进
入全面小康；突出“高质量”，真正贯彻新发展理念，体现“强
富美高”要求，经得住实践和群众的检验。

高水平，意味着江苏的全面小康要做到标准更高、分量
更重、成色更足。“十三五”期间，在“强富美高”蓝图的指引
下，省委、省政府一任接着一任干，交出了一份让8000多万
江苏人民振奋和自豪的“成绩单”。 ▶下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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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耿 联）中共中
央、国务院13日上午在南京隆重举
行2020年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
祭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
部部长陈希出席并讲话。

公祭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
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集会广场举行。
现场国旗下半旗。3000余名各界代
表胸前佩戴白花，默然肃立。10时
整，公祭仪式开始，奏唱《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场向南京
大屠杀死难者默哀，南京市全城拉响
防空警报，汽车停驶鸣笛，行人就地
默哀。默哀毕，在解放军军乐团演奏
的《国家公祭献曲》的旋律中，解放军
仪仗大队16名礼兵将8个花圈敬献
于公祭台上。

之后，陈希发表讲话。他表示，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深切缅
怀南京大屠杀无辜死难者，缅怀所有
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同胞，缅
怀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献出生
命的革命先烈和民族英雄，缅怀同中
国人民携手抗击日本侵略者献出生
命的国际战士和国际友人，宣示中国
人民铭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
开创未来的庄严立场，表达坚定不移
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陈希指出，历史的苦难不能忘
记，前进的脚步永不停息。在中国共
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今日的中国，比
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困扰中华
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历史性
得到解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
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即将开启，这是我们对所有牺牲
先烈和死难同胞的最好告慰。站在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
上，我们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一往

无前的奋斗姿态、风雨无阻的精神状
态，积极践行新发展理念，着力构建
新发展格局，奋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上创造新的历史伟业！

陈希讲话后，83名南京市青少年
代表宣读《和平宣言》，6名社会各界
代表撞响“和平大钟”。伴随着3声
深沉的钟声，3000只和平鸽展翅高
飞，寄托着对死难者的无尽哀思和对
世界和平的向往坚守。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沈跃
跃主持公祭仪式，国务委员王勇、全
国政协副主席郑建邦和中央军委委

员、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出席。
江苏省委书记娄勤俭、省长吴

政隆，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
同志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
和东部战区、江苏省、南京市负责同
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
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南京大屠
杀幸存者及遇难同胞亲属代表，国
内相关主题纪念（博物）馆、有关高
校和智库专家、宗教界代表，驻宁部
队官兵代表，江苏省各界群众代表
等参加公祭仪式。

2014年2月27日，十二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决定，以

立法形式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
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当天上午，南京市17处侵华日
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丛葬地、12个
社区和6家反映抗战主题的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也同步举行悼念活动。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南京举行2020年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

陈希出席并讲话

编者按“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

胜阶段。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艰巨繁重的改

革发展稳定任务，特别是今年以来突发新冠肺炎疫情

的严重冲击，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

导下，江苏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

念，推动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胜利完成“十三五”规划

确定的主要目标和任务，即将如期高水平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今天起，本报在“迈向全面小康这五年”专栏

推出“喜看江苏‘十三五’发展新成就”系列报道，全面

展示“十三五”以来江苏经济社会各领域改革发展成

就。敬请关注。

连日来，宿迁市委召开常委会会
议、年度务虚会，深入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视察江苏重要讲话指示精神，认
真谋划“十四五”和明年工作。市委
副书记、市长王昊表示，将立足正处
于工业化中前期和城镇化加速期的
发展阶段，按照建设长三角先进制造
业基地、江苏生态大公园、区域创新
创业高地的发展定位，瞄准“走在苏
北前列、高于全省平均、领先区域发
展、赶超全国梯队”的目标要求，脚踏
实地探索具有宿迁特色、走向共同富
裕的现代化之路，以实实在在的高质

量发展成果为实现“争当表率、争做
示范、走在前列”贡献宿迁力量。

融入新发展格局
建设长三角先进制造业基地

12月5日上午，桐昆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沭阳项目签约仪式成功举行，项目
计划总投资150亿元，竣工投产后，可
实现年销售额300亿元、税收10亿元。

经济发展，项目为王、招商为要。
近年来，宿迁把招商引资作为扩大经
济总量的重要抓手，创新建立“168”招
商体系，大力推行“三位一体”招商机

制，制定重点产业链招商导则，精心办
好中国酒都（宿迁）文化旅游节、绿洽
会，接续开展北京、上海、深圳等招商
主题月活动。今年以来，全市新签约
亿元以上项目 390 个，协议投资
2878.1亿元，延续了去年以来每天1
个亿元以上项目落户的“宿迁速度”。

产业是强市之基，宿迁聚力产业
培育，全力推动重点产业集群化发
展。2019年，出台《宿迁市千百亿级
产业培育三年行动计划》。今年12
月，市委、市政府印发《关于加快重点
产业链培育推动产业集群集聚发展的

意见》，加快做大做强千百亿级产业，
打造地标性产业和优势产业集群。《意
见》提出，全市将构建机电装备、绿色
食品、高端纺织、光伏新能源、绿色家
居、新材料6个主导产业和新一代信
息技术、生物医药、数字经济+X个先
导产业的“6+3+X”制造业产业体系，
培育化学纤维、纺织服装、晶硅光伏等
20条重点产业链。

在20条重点产业链中，晶硅光伏
产业在2018年之前基本上是“白纸一
张”。2018年5月，随着天合光能2GW
组件项目成功落户， ▶下转6版

立足新阶段 找准新定位 瞄准新目标

以实实在在发展彰显“宿迁力量”

▲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
仪式现场。本报记者 肖 勇 万程鹏摄

5605名，这是盐城市的专职网
格员数，人数全省领先。盐城目前有
网格17784个，其中综合网格13646
个，配备综合网格员1.3万名。

前 100名，打开“苏格通”平台
“江苏微网格-疫情防控”模块，全省
13万名网格员防疫积分排名中的前
100名，被盐城网格员悉数包揽。

聚焦平安稳定和民生服务两大
主业，盐城紧扣基层社会治理重点难
点，把践行“大数据+网格化+铁脚
板”治理机制作为保障人民安居乐业
的民心工程、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基
础工程。盐城市委书记戴源在市委
七届十次全会上明确提出，“深入推
进城乡社区网格‘五化’建设，从源头

上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和安全稳定风
险，切实提高人民群众安全感。”市委
政法委强化统筹协调，不断推动网格
阵地实体化、网格队伍专职化、网格
流程信息化、网格主业重点化、网格
联动社会化等网格“五化”建设，以绣
花功夫“织网划格”。盐城连续两届
获得“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

市”，连续7年荣获“全省综治平安建
设工作先进市”。

网格治理
“好管家”还需“职业化”

朱爱春别名“问不倒”。这位盐
都区网格化中心主任，对网格工作烂
熟于心。 ▶下转5版

践行“大网铁”治理机制 探路网格“五化”建设

盐城：为基层治理精准“织网”

争当表率争当表率 争做示范争做示范 走在前列走在前列

本报讯 12月10日-12日，由
国台办经济局、省台办、省商务厅、淮
安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十五届
台商论坛在淮安举行。

本届论坛以“产业链接未来合作
开创新局”为主题，采取“线上+线
下”方式，在淮安和台北分别设立会
场，近400位两岸知名学者、企业巨
子、商界领袖出席论坛，探讨在“双循
环”新发展格局下，帮助台商台企共
同应对新形势、发掘新契机、探索新
模式，共话两岸产业融合发展大计，
同创两岸产业合作新局。

苏台两地合作历史渊源深厚，江

苏是台商投资最活跃、台资企业最密
集、两岸经贸交流最频繁的地区之
一。淮安作为苏北的“台资高地”，近
年来对台合作成效显著，台资企业聚
集超过千家，总投资超200亿美元，
呈现出千家台企落户、千亿产值贡
献、千名台商汇聚的良好局面。

据了解，台商论坛是两岸首个也
是唯一以“台商”命名的论坛，创办于
2006年。第十五届台商论坛期间，淮
安全市新签约台资项目32个，总投资
20.88亿美元，其中，总投资1亿美元以上
项目达11个，占新签约项目总数34.38%。
（孙清阳 姚莉莉 何 雨 李先昭）

32个签约台资项目总投资20.88亿美元

第十五届台商论坛在淮安举行

迈向全面小康这五年
喜看江苏“十三五”发展新成就①

近日，睢宁县岚山镇黄山村
1000亩菊花集中成熟，在这里务工
的村民采摘一天可获100元收入。
仅这一片菊花园，就吸引了来自本村
及周边的500余名群众务工，其中大
多数是近年来稳定脱贫的低收入户。

黄山村是“十三五”期间省定经
济薄弱村，该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
主任王大江介绍，从2017年开始，该
村推行“支部建社”工作法，村“两委”
干部领办集体性质的合作社，流转土
地30亩种植菊花、黄芪等，为群众脱
贫致富蹚路子。有了党员干部的带
头，群众广泛参与进来，村里逐渐发
展了中草药特色产业，配套建设烘干

厂房。2019年，村集体收入达70万
元，全村145户510名低收入人口全
部脱贫。

村民富不富，关键看支部；支部
强不强，要靠领头羊。睢宁县将脱贫
攻坚任务纳入县、镇、村书记抓基层
党建任务清单，构建三级书记齐抓共
管局面。坚持把村书记队伍建设作
为基层党建的“牛鼻子”工程，打造脱
贫攻坚“先锋队”，全面落实村书记

“县镇共管”机制，将带头致富、带领
致富能力作为村书记选拔的重要标
准，308名返乡创业致富能手、本乡本
土大学生、种植养殖大户、退役军人
担任村书记，占比77%。▶下转5版

村书记报酬与村民收入等挂钩

睢宁锻造脱贫攻坚“硬核”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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