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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新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近五成泗阳创新驱动赋能新跨越

▼ 相关报道详见3版

▶ 今日推荐

新华社北京4月6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 4 月 6 日就印尼发生山洪和泥
石流灾害向印尼总统佐科致慰问电。

习近平在慰问电中表示，惊悉印
尼发生山洪和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
人员伤亡。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
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对遇难者表

示深切的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
致以诚挚的慰问。

新华社雅加达4月6日电 印度尼
西亚国家抗灾署6日通报，印尼东努沙
登加拉省近日发生的极端天气已经导
致128人死亡、72人受伤。

印尼国家抗灾署发言人拉迪提

亚·贾迪 6 日发布声明说，4 日过境东
努沙登加拉省的热带气旋“塞罗亚”给
当地带来极端天气，引发洪灾、泥石
流、山体滑坡等灾害。截至当地时间5
日 23 时，该省 5 个县 3102 个家庭的
11107 人受到影响，其中 8424 人被紧
急撤离。

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山洪和泥石流灾害

习近平向印尼总统佐科致慰问电

值此厦门大学建校 100 周年之
际，我向全体师生员工和海内外校友，
致以热烈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

厦门大学是一所具有光荣传统的
大学。100 年来，学校秉持爱国华侨
领袖陈嘉庚先生的立校志向，形成了

“爱国、革命、自强、科学”的优良校风，
打造了鲜明的办学特色，培养了大批
优秀人才，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和中
华文化海外传播作出了积极贡献。

我国已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希望厦门大学全面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切实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与时俱
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全面提升服务区
域发展和国家战略能力，为增强中华民
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习近平
2021年4月6日

贺 信
新华社北京 4 月 6 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
平 6 日致信祝贺厦门大学建校 100 周
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海内外校友致以
热烈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厦门大学是
一所具有光荣传统的大学。100年来，
学校秉持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的
立校志向，形成了“爱国、革命、自强、科
学”的优良校风，打造了鲜明的办学特
色，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为国家富强、
人民幸福和中华文化海外传播作出了
积极贡献。

习近平强调，我国已开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希望厦

门大学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切实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党育人、为国
育才，与时俱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全
面提升服务区域发展和国家战略能力，
为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为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
贡献。

厦门大学由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
嘉庚先生于 1921 年创办，是中国近代
教 育 史 上 第 一 所 华 侨 创 办 的 大 学 。
100年来，学校秉承“自强不息，止于至
善”的校训，以服务国家、服务人民为己
任，先后为国家培养了 40 多万名优秀
人才，形成了鲜明的办学特色。

习近平致信祝贺厦门大学建校100周年

与时俱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 本报记者 马薇 刘宏奇

每平方公里 GDP 产出达 8.85 亿
元；人均 GDP 突破 32 万元，位居全省
城区第一；连续两年蝉联无锡综合考
核第一⋯⋯在高质量发展的征途上，
无锡市新吴区处处争一流，一支以村
社区书记为代表的“头雁”队伍，始终
领飞在最一线。

无锡市委常委、高新区党工委书
记、新吴区委书记蒋敏表示，抓住村社

区书记这一“关键少数”，着力打造一
支党性强、思路新、状态好、能力强、形
象优的新时代发展带头人，为新吴提
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勇当高质量
发展“全能冠军”提供坚强支撑。

“班长”领飞，凝聚基层新力量

今年春节，新吴区鸿山街道七房
桥村成了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点。在
全新落成的院士文化公园里，人们品
读着钱氏家训， ▶下转5版

无锡新吴优选精培新时代村社区发展带头人

“头雁”领飞高质量发展新征途

本报讯 （苏仁轩 陈月飞） 4月6
日，清明节后上班第一天上午，省人大
常委会党组在雨花台烈士陵园开展

“清明祭英烈”活动，缅怀革命英烈，重
温入党誓词，牢记初心使命，赓续共产
党人的精神血脉，进一步激发奋进新
征程、开创新局面的不竭动力。这是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的一项重要活动安排。省人大常委会
党组副书记李小敏、王燕文、陈震宁，
党组成员马秋林、邢春宁、刘捍东、魏
国强、陈蒙蒙参加活动。

上午 9 时 25 分，省人大常委会党
组全体同志在雨花台烈士陵园北殉难
处集体瞻仰烈士就义群雕，追思革命
英烈，感受共产党人的伟大精神。省
人大常委会党组向雨花台烈士纪念碑

敬献花篮，李小敏上前整理花篮缎带，
全体同志向烈士纪念碑三鞠躬，并缓
步绕行瞻仰烈士纪念碑，深切缅怀为
民族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英勇
献身的革命烈士，表达对革命英烈的
崇高敬意。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全体同
志一起重温入党誓词，王燕文领誓。
陈震宁主持敬献花篮仪式。

随后大家一同参观了“信仰的力
量——雨花英烈生平事迹展”和国家
安全教育馆，现场接受党史党性教育，
深切体悟革命英烈的崇高理想信念、
高尚道德情操、为民牺牲的大无畏精
神。大家一致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
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下转3版

牢记初心使命 赓续精神血脉
激发开新局谱新篇的奋进力量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在雨花台烈士陵园
开展“清明祭英烈”活动

□ 本报记者 岳旭 通讯员 邵俊子

鼓楼区，作为曾经的徐州第一区，
辖区留存大量老旧小区，占全区小区总
量 62%，共涉及住户 87754 户、26.3 万
人，占全区总人口69%。

阳春时节，建于上世纪90年代的环
城街道苏电公寓内，各色春花竞相绽放，

公共空间格外清朗。去年以来，该小区拆
除违建1360余平方米，全面实施管线入
地、雨污分流、公共绿化等综合提升改造
工程。如今，小区内170余个新规划停车
位井然有序；公共区域里点缀着亭台连
廊、景观小品；健身器械、垃圾分类亭、门
球场等公共设施一应俱全。

“以前一下暴雨就内涝，小区里大

量乱搭乱建，严重降低居民生活质量。”
苏电公寓物业管理委员会主任侯志云
是一名在此居住 20 多年的老住户，她
欣喜地说，“感谢政府为我们做了件大
好事！环境好了，很多本来准备搬家的
老年人决定留下来养老。”

2018 年 以 来 ，鼓 楼 区 先 后 投 入
3.8 亿元，完成 36 个老旧小区及散片
区综合整治，共计 100 余万平方米。
去年初，为实现老旧小区整治后长效
管理，在徐州率先构建“红色物业”服
务体系——通过强化党组织在小区治
理中的引领作用，大力解决群众反映的
热点难点问题。

“今年继续推进4个老旧片区整治，
共计 28.53 万平方米，预计投入资金
8650 万余元。”鼓楼区房产服务中心主
任蒋顺利说，老旧小区整治内容和标准
比往年都有很大提高，整治内容包括雨
污分流、三网入地、化粪池清淤改造、打
通消防通道、加装智能充电桩等，真正从
功能上满足群众居住需求，不再只是简
单给建筑“穿衣戴帽”。

3 月，徐州市全面开展老旧小区综
合整治。鼓楼区作为主城区整治试点，
结合文明创建标准和辖区整治基础，创

新制定实施老旧小区专项整治八项工
程——文明新风提升、垃圾分类规范、
车辆停放整治、文明养犬整治、消防设
施提升、清洁家园美化、基础设施提升、
物业管理提升。

“八项工程涉及公安、民政、消防、城
管等多个部门，要打通职能壁垒，推进全
域联动，对每个小区摸底建册、精准施
策，三年内实现全区所有老旧小区改造
达标。”徐州市鼓楼区委书记罗德清说。

创新引领机制改革。鼓楼区积极
探索老旧小区整治区域样板——区文
明委牵头，成立区、街道两级老旧小区
综合整治领导小组，党委一把手任组
长；公安、交警、消防等职能部门共同参
与，协同管理，针对小区内僵尸车、不文
明养犬等问题绘制专项执法流程图，高
标准、高效率推进整治。

每月，在鼓楼区房产服务中心，城
管、园林、消防、街道等单位人员齐聚一
堂，定时召开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作调
度会议。每周，鼓楼区消防大队联合属
地派出所，指导各小区开展消防车通道
标识化管理，引导居民车辆规范停放。
每天，鼓楼区城市管理局联合各街道办
事处， ▶下转3版

徐州市鼓楼区整治惠民服务为民文明润民

内外兼修，老旧小区绽放美好春天

□ 本报记者 卢晓琳 林元沁 方思伟
陈明慧 顾敏 倪方方

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党的政治生活中的
一件大事。省委书记娄勤俭在全省党史学习教育动员
会议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
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
部署，在全省上下迅速兴起党史学习教育热潮，学史明
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学党史、悟思想、办
实事、开新局。

连日来，省级机关迅速行动，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
育，创新方式方法，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把党的历史学习
好、总结好，把党的成功经验传承好、发扬好，确保党史
学习教育取得扎实成效。

提高站位，
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投身党史学习教育

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党史学习教育各项任务，必须
加强组织领导。省级机关精心部署安排，以高度的政治
自觉投身到党史学习教育中。

省委统战部部务会理论学习中心组进行集体学
习，围绕“学党史 悟思想”专题进行学习心得体会交
流。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杨岳强调，要把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党的历史的重要论述作为我们学习百年党
史、树立正确历史观的重要指南，真正学习好、研究好、
宣传好、捍卫好党的百年历史，坚持学用结合，把学习党
史同推动工作结合起来，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充
分发挥统一战线法宝作用，着力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把
百年党史蕴藏的伟大力量转化为推进统一战线各领域
工作创新发展的实际成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走在前
列、谱写“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新篇章贡献力量。

省公安厅对党史学习教育进行动员部署。副省
长、省公安厅厅长刘旸强调，要聚焦学以增信，强化历
史使命感；聚焦学以明志，锚定前进方向标；聚焦学以
致用，提升能力办实事；聚焦学以重效，增强教育推动
力。不断加强组织领导、创新形式方法、紧密联系实
际，把党史学习教育与推动工作发展、解决实际问题，
做好庆祝建党 100 周年安保等各项公安工作，开展公
安队伍教育整顿，省委巡视整改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办
好事关公安发展的实事、基层关心的急事、群众关注的
难事，以维护安全稳定的新业绩、从严管党治警的新成
效、党和人民满意的新形象庆祝建党100周年。

省司法厅召开厅直机关党史学习教育动员会。省
司法厅厅长柳玉祥表示，要坚持把党史学习教育作为
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作为深化队伍建设的重要
举措。坚持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感悟思想伟力、从党的
奋斗历程中把握规律大势、从党的初心使命中深化宗
旨意识、从党的历史经验中提高应对风险挑战能力、从
党的革命精神中汲取丰厚滋养、从加强党的建设中维
护团结统一， ▶下转5版

省级机关精心组织掀起党史学习教育热潮

—
—

从
﹃
最好的教科书

﹄
中汲取奋进力量

开 栏 的 话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是我们党向人民、向历史作出的
庄严承诺。”为了这份承诺，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省委、省政府
团结带领全省人民，同心同德克难攻艰，励精图治奋发作为，扎实
推进“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把一个个小康指标变成了人民群众
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幸福感。从今天起，本报推出“奋斗百年路 启
航新征程·同心奔小康”系列报道，记录江苏大地上奋斗圆梦的生
动实践，讲述温暖人心的小康故事。

掌握科学的方法，是我们分析解决
问题、推动工作落实的重要前提。省委
书记娄勤俭近日在全省 2020 年高质量
发展总结表彰大会上指出，要把握经济
社会发展规律，用科学的方法办好自己
的事。这就要求我们统一思想和行动，
在“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知其所以必
然”的基础上，以新发展理念为根本遵
循，为推动“十四五”时期高质量发展凝
心聚力。

新发展理念是我们党对发展规律
的深刻认识。回顾近年来我省高质量
发展取得的亮眼成绩，无一不来自于
我们对新发展理念一以贯之的坚持。
推动长江大保护，我们以新发展理念
为指导砸笼换绿、腾笼换鸟、开笼引
凤，做好治污、添绿、留白三篇文章，不
仅实现了长江生态的沧桑巨变，也为
沿江地区发展积累了新动能。推进向
海发展，我们不是简单就沿海发展沿

海，而是更好地集聚资源要素，一体推
进生态建设、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城
乡建设，促进产、城、港、人融合，让沿
海在高质量发展赛道上走在前列。这
些经验无不揭示着这样一个规律：不
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面临多么复杂
的问题，只要我们把新发展理念落到
实处，就一定能办好江苏的事、服务好
国家的事。

▶下转2版

用科学的方法办好自己的事
—— 二论“办好自己的事，迈好新征程第一步”

□ 本报评论员

海安市墩头镇充分利用里下河地区丰富的鱼塘水面

，通

过
﹃
渔光互补

﹄
模式把零星水面集中改造建设光伏电站

，实现

水上发电

、水下养鱼

。图为昨日

，电力工人在巡检光伏发电

设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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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奔小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