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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涌江海，奔流不息。基础设施建
设如火如荼，聚焦太湖综合治理的9项
重大工程集中开工；互联互通持续推
进，曾经壁垒森严的交界地正在被全方
位打通；制度创新成果丰硕，形成一批
在全国可复制可推广的范例……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正以可感可触的速度，从

“全面加速”迈向“全面深化”新阶段。

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
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长三
角历来肩负着举足轻重的“国家使
命”。过去一年，紧扣“一体化”和“高
质量”两大关键词，长三角地区强势突
围、化危为机，跑出一体化“加速度”，
为全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作出重要贡
献。在“十四五”开局之年、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起步之
年，既要答好“现代化”命题，又要答好

“一体化”命题，迫切需要在改革和实
践中寻求破题之道。

从“全面加速”迈向“全面深化”，首
先要在理念上与“现代化”同频共振、等
高对接。迈入新发展阶段，今天的长三
角，面临的是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

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新命题，
是如何聚集全球资源要素，整体提升区
域能级和核心竞争力的大命题。作为
中国的长三角、世界的长三角，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要高站位谋划、高标准开
展、高质量推进，在统筹推动长三角与
国内国际、长三角内部互联互通等方面
实现新的突破。 ▶下转2版

“全面加速”迈向“全面深化”
□ 陈立民

本报讯（记者 耿联）相聚美丽太
湖之滨，共筑绿色发展根基。5月26日
上午，长三角三省一市以“云开工”方
式，共同启动太湖及水环境综合治理领
域9个重大项目建设，奏响新时代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更加动人的《太湖美》，拉
开了2021年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
谈会帷幕。

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在江苏无锡宣
布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重大项目开工，江
苏省委书记娄勤俭致辞，浙江省委书记
袁家军，安徽省委书记李锦斌，上海市
委副书记、市长龚正，浙江省委副书记、
省长郑栅洁，安徽省委副书记、省长王
清宪，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同志出
席，江苏省委副书记、省长吴政隆主持。

娄勤俭代表江苏省委、省政府对各
位领导和嘉宾莅临表示热烈欢迎。他
说，太湖是长三角的一颗璀璨明珠，习
近平总书记曾用江苏民歌《太湖美》盛
赞太湖。近年来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
真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协同开展
太湖生态清淤、水环境综合治理，共同
促进太湖流域水质持续改善、生态持续
好转，充分彰显了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
制优势。今天启动的一批太湖及水环
境治理重大项目，必将进一步推动太湖
流域生态系统修复提升，夯实长三角绿
色发展基础，为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
发展注入动力活力。娄勤俭说，习近平
总书记去年在合肥主持召开扎实推进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为新发展阶
段推进长三角一体化指明了方向、提供
了重大机遇。我们三省一市要紧扣服
务国家战略落地、紧扣支持上海发挥龙
头作用、紧扣加强高效协同的要求，坚

持以重大项目建设为牵引创造更多实
实在在成果，合力打造长三角世界级城
市群，共同推动长三角一体化走深走
实，为全国发展大局作出更大贡献、提
供更强支撑。

这次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是今年长
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的重要内容，

活动主会场设在无锡，三省一市在项目
建设现场设立分会场。上海、江苏、浙
江、安徽的项目建设现场，大型工程机
械云集，一派热火朝天景象。主会场与
建设现场视频连线，听取三省一市政府
分管负责同志关于开工项目情况汇报
后，三省一市主要领导同志和国家发展

改革委有关负责同志共同启动项目集
中开工。

当天集中开工的9个重大项目聚
焦太湖及水环境综合治理，其中上海开
工的是元荡堤防达标和岸线生态修复
（二期）工程、淀山湖堤防达标及岸线生
态修复工程， ▶下转2版

奏响新时代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更加动人的《太湖美》

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启动太湖
及水环境综合治理重大项目建设
李强宣布开工 娄勤俭致辞 袁家军李锦斌龚正郑栅洁王清宪出席 吴政隆主持

时论

长三角三省一市太湖及水环境综合治理领域重大项目开工仪式现场。 新华社记者 李博 摄

27 第 26226 号
今 日 52 版

星 期 四 2021 年 5 月
农历辛丑年四月十六

1938年1月11日创刊 / 新华日报社出版 / 国内统一刊号CN32-0050 / 国外发行刊号D279 / 邮发代号27-1 / 邮编210092 / 读者热线：025-84701119 / 责任编辑 陈炳山 / 版式 张晓康 / 版面统筹 周贤辉 孙健

www.xhby.net

本报记者“云采访”长三角集中“云开工”的九个重大项目

九九归一，三省一市聚焦“水生态” ▼ 相关报道

详见2版

▶ 今日推荐

户户有红军、村村有烈士，山山埋
忠骨、岭岭皆丰碑——新县，鄂豫皖苏
区首府所在地，大别山腹地。革命战
争时期，不足10万人的新县为革命献

身5.5万人；鄂豫皖苏区创造了“28年
红旗不倒”的奇迹。

“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
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兰考，焦裕

禄精神诞生地。20世纪60年代，“县
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在这里带领群
众种泡桐、除“三害”。虽然仅在兰考
工作了475天，焦裕禄却在群众心中
铸就了永恒的丰碑。

巍巍青山，唱不尽英雄赞歌；滚滚
黄河，淘不完英雄故事。站在发展新
起点上的河南， ▶下转7版

焦桐常青，精神永存
——习近平总书记到过的红色圣地之河南篇

本报讯（苏仁轩 陈月飞） 5月
26日上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
十三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受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娄勤俭
委托，省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李小
敏主持会议，副主任王燕文、陈震宁、
马秋林、邢春宁、刘捍东、魏国强、曲福
田和秘书长陈蒙蒙出席会议。副省长
陈星莺，省监委、省法院和省检察院负
责同志列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省人大监察司法委、
财经委、社会委负责同志所作的关于
省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代表议案审议
结果的报告和省人大常委会农委、教
科文卫委、环资城建委、法工委负责同
志所作的关于省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
代表议案处理意见的报告；听取了省
十三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
会负责同志所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
表资格的报告。 ▶下转3版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
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第九十二次主任会议听取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各项
议程审议情况和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建议议程汇报

□ 本报记者 李仲勋 通讯员 徐瑞雅

创新开展“重温百年历程打造‘最美窗口’”党史
学习教育沉浸式主题党日活动；打造10条党史学习
教育线路，覆盖全市10个县级市（区）；组织全市
2800余名基层理论宣讲“名嘴”，开展基层宣讲活动
4864场，覆盖受众42.6万人次；采用微党课、情景演
绎等线上形式，引导基层党员参与党史知识竞赛，参
赛人次已突破100万……党史学习教育启动以来，苏
州注重上下联动、强化学教结合、打造特色亮点，不
断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向纵深开展。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要注重用党的奋斗历程和
伟大成就鼓舞斗志、明确方向，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
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用党的实践创造和历史
经验启迪智慧、砥砺品格。”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
许昆林表示，苏州将把准学习方向，不断汲取和挖掘
蕴藏在党史中丰富的政治营养和精神瑰宝，为推动

“十四五”开好局、现代化起好步凝聚强大精神动力。

共享资源 讲好红色故事

苏州五卅路纪念碑前，摆放整齐的鲜花引人注
目。一旁，姑苏区双塔街道锦帆路社区党委书记金丽
娜正在讲述纪念碑背后的红色故事，十几名来自社区
的党员仔细聆听。“我们把中共苏州独立支部旧址、五
卅路纪念碑等红色遗址串珠成链，设计了一条红色旅
游线路，并成立‘木兰传声’巾帼志愿讲解团，开设了
面向社会的课堂。”金丽娜介绍，实景课堂让参观者在
身临其境中学史明理。目前，团队已接待来自全国各
地的党员群众1万余人次。

苏州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地之一，具有
丰富的红色资源、红色传统和红色精神，为扎实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提供了丰厚滋养。4月6日，苏州市四
套班子领导集体赴苏州革命烈士事迹陈列馆开展现
场学习，学习先辈事迹，感悟革命精神。

不仅如此，苏州还拓展视野，发挥地处长三角
核心区域的优势，借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带来的交
流机制，与周边城市联动，共享红色资源，讲好红
色故事。

4月19日，吴江汾湖高新区（黎里镇）与上海青
浦朱家角镇两地党（工）委共同举办理论学习中心组
党史专题联组学习会。与会人员共同参观了朱家角
镇文史馆、张应春革命事迹陈列馆、柳亚子纪念馆，在
互相交流中重温和坚守党的初心使命。吴江携手上
海青浦区与浙江嘉善县，通过共建联盟、共享资源，推
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下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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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党史悟思想巡礼
新华社北京5月26日电 5月26日，国家主席习

近平向世界环境司法大会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地球是我们的共同家园。世界各国

要同心协力，抓紧行动，共建人和自然和谐的美丽家

园。中国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
念，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积极参与全球生态文
明建设合作。中国持续深化环境司法改革创新，积累
了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的有益经验。中国愿同世界各

国、国际组织携手合作，共同推进全球生态环境治理。
世界环境司法大会当日在云南省昆明市开幕，主题为

“发挥司法作用 促进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大会由最高人民法院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举办。

习近平向世界环境司法大会致贺信

本报讯（记者 吴琼）5月26日，
省委副书记张敬华赴淮安市盱眙县、
南京市六合区调研农村改厕工作。他
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农村厕所革命的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
高政治站位、增强政治自觉，高质量推
进农村户厕改造工作，持之以恒把这
项民生工程抓紧抓实抓好，为率先实
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多作贡献。

张敬华先后来到盱眙县黄花塘镇
茶场、天泉湖镇桃李天泉社区和陡山
村，六合区竹镇镇竹墩社区沟圈组，深
入农户实地查看户厕改建、使用、维护
情况。粪污怎么处理、财政投入多少、
群众满不满意，张敬华仔细询问。他
对两地农村改厕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强调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有力有序
推进农村改厕工作，更好满足农民生
活需要。在南京市六合区，张敬华主
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全省农村改厕工
作进展，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

他指出，农村改厕看似小事情，却
连着大民生、关系大文明。要不断提
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
力，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不断提高农村
改厕工作的质量和水平，切实增强农
民群众的幸福感、满意度。要聚焦重
点难点，分类施策、精准发力，高水平
高质量完成农村改厕重点任务，持续
巩固拓展农村改厕成果。对应改未改
的，要摸清底数，抓紧扫尾。对已经改
造的，要认真组织开展“回头看”，排查
整改突出问题， ▶下转2版

张敬华在淮安南京调研农村户厕改造时强调

以高度政治自觉抓好农村改厕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