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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气相连，不分你我。环境保护、
生态发展一体化，既是区域一体化发
展的重要内容，也是推动区域高质量
一体化发展的必要保障和重要举措。
站在新的起点上，作为长三角一体化
成员城市之一的安庆在环境保护、生
态发展方面有哪些创新举措，下一步
又将向何处发力？

安庆依托独有的生态优势和资源
禀赋，狠抓长江大保护，确保一江清水
向东流。同时，以全域旅游和现代服
务业为抓手，以林长制、河长制为保
障，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
打造长三角“后花园”，书写一体化发
展的绿色篇章。

做强生态优势，筑牢绿
色屏障

提起安庆，很多人想到的是黄梅
戏乡、京剧故里，这里有“万里长江第
一塔”之美誉的振风塔，有雄奇灵秀的

“古南岳”天柱山，有陈独秀、赵朴初、
邓稼先等名人大家……作为皖南国际

旅游文化示范区的核心城市，安庆有
山川美景，有厚重人文，有千年老城，
有美丽乡愁，旅游资源丰富。

全市现有世界地质公园1处、国家
地质公园1处、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2
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5处、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 1 处、国家森林公园 5
处、国家水利风景区4处、国家文化产
业示范基地3处，有国家A级景区62
家，其中5A级景区1家、4A级景区21
家。安庆的古皖文化、桐城派文化、戏
曲文化、名人文化以及黄梅戏、孔雀东
南飞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不可多得
的旅游资源。

安庆不仅文化底蕴深厚，自然生
态也十分优越：地处长江中下游，有
165公里长江干流、900平方公里华阳
河湖群、640余座各类水库、25条来水
面积200至3000平方公里中小河流；
是安徽省五大重点林区之一，森林面
积 796.76 万亩，全市森林覆盖率达
39.24%，均列全省第4位；现有湿地
面积253.12万亩，居全省第 1位；境
内乔木 1048 种，古树名木 5664 株，

陆栖颈椎动物 200 余种……生态立
市，将国家园林城市、国家森林城
市、全国绿化模范城市等一张张绿色
名片擦亮，让绿色发展成为安庆高质
量发展的鲜明标识。

为了保护绿水青山，我市在全省
率先试点推进林长制，首开全国先河，
尤其是把顶层设计摆在突出位置，编
制《 安 庆 市 林 长 制 实 施 规 划
（2018-2020年）》《安庆市推深做实林
长制改革促进林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若干政策（暂行）》和指标体系、责任体
系、技术支撑体系构成的“1+2+3”林长
制规划体系。在此基础上，坚守红线
抓“护绿”，拓展空间抓“增绿”，加强保
护抓“管绿”，提高品质抓“用绿”，培育
主体抓“活绿”，建立市县乡村四级林
长制组织架构，构建“五个一”服务平
台，形成党政同责、政府主导、部门联
动、群众参与的工作格局。

为了保护绿水青山，我市全面推
行河长制，实施一河（湖）一策，摸清

“家底”，完成河湖名录编制，对每条河
流（湖泊）建立档案，制定河长巡河制

度；实施城区黑臭水体治理，城镇污水
处理基础设施建设，“一湖九河”、闸站
和积涝点、石塘湖截污等项目工程，从
源头治理，逐步实现河畅、水清、岸绿、
景美的目标。

生态环境既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的重要内容，也是更高质量协同发展
的必要保障。安庆努力实现经济发展
与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并进，有效构筑
起长三角区域绿色屏障。

围绕共建绿色美丽长三角，我市
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
置，强化水污染治理、水生态修复、
水资源保护“三水共治”，严格落实

“1515”方案和“三线一单”的管控要
求，切实开展“禁新建”“进园区”
等行动，持续开展治矿、治砂、治
岸、治超、治污“五治”行动，深入
推进固废危废处理、污水处理、水源
地保护、农业农村污染治理、岸线资
源保护“五大专项攻坚”，推动首位
产业集群化、加速化发展，实现产业
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下转第二版）

打造长三角生态绿色“后花园”
——长三角一体化·安庆眺望系列报道之二

本报记者 项珍

不放过任何资源，做招商引资的“多
面手”，这是市经开区招商局雇员刘海辉
给自己定下的目标。2018年，他和他所
在的招商团队梳理了近百条线索，促进
10个项目落户市经开区，他也被评为“安
庆市2018年度招商引资先进个人”。

边学边干，做招商的高手

2018年5月，在市经开区机制体制
改革的大潮中，35岁的刘海辉主动请
缨加入招商局，成为一名招商主管。
而在此之前，刘海辉是一名中学老师，
对招商几乎一窍不通，他在“学中干”

“干中学”，不断提高自己的招商本领。
进入招商部门之后，刘海辉和其

他两名同事组建成为市经开区招商一
组，扛起了该区招商引资的重任。他
说：“我们一组招商内容以新能源汽车
及汽车零部件产业为主，负责珠三角、

港澳台及东南亚地区招商联络。”从此
之后，哪里有线索哪里就有刘海辉的
身影。“线索既有通过自己的人脉资源
搜罗的，也有市直部门提供给我们
的。”刘海辉介绍，去年招商一组梳理
的线索就有上百条，梳理后跟进的有
67条，重点跟踪的有27条，最终促进
了10个项目的落地，包括环保暨包装
设备制造项目，年产值5亿元。

更多的线索是没有落地的，然而
这些没有落地的线索对刘海辉来说并
不是无用的。

“通过交流接触，和企业家成为朋
友，扩大朋友圈。”刘海辉介绍，比如从
事电子设备制造的佳世达公司，当得知
企业要从苏州搬迁的消息后，他就通过
中间人和企业对接上了，随后还邀请企
业家到安庆实地考察。虽然这家企业
最终未能和经开区达成合作，但却热情
介绍其他合适的企业入驻园区。

整合资源，做引智的能手

主动请缨加入招商队伍的刘海
辉，很善于整合身边资源。

刘海辉进入招商部门的第一件事
就是和黄学杰取得联系。黄学杰是中
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是
新能源电池领域享有盛名的大咖。“他
是桐城市新渡镇姚坂村人，和我同村。”
刘海辉凭着同乡关系，第一时间联系了
黄学杰并赴北京拜访，并邀请黄学杰前
往园区对新能源项目进行考察。

现在，黄学杰已受聘成为市经开
区首位产业的专家顾问，“黄博士对行
业非常了解，不少项目线索我们都会
找他咨询，他积极主动地给出建议，同
时，不遗余力为家乡宣传，还为我们提
供招商线索。”刘海辉说。

像这样的专家顾问，市经开区目前共
有6名，为首位产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提高服务，做安商的帮手

招商引资要做行家里手，安商亲

商也要主动作为。
6月21日记者采访时，一位深圳的

客商刚刚离开市经开区，临行前他对
招商一组竖起了大拇指。“客商是从
徐州坐动车过来的，身体不太舒服，
有发烧的迹象。”刘海辉了解到客商
的身体情况后，第一时间带客商前往
医院就医、取药。

“这是一家制造业企业，对厂房有
特殊需求，另外还需要大量使用钢材，
对钢材型号也有明确的要求。”在安排
客商就医休息的同时，刘海辉充分了
解了客商考察的目的。招商一组兵分
多路，一边安排参观的厂房，一边迅速
走访钢材市场，掌握了企业生产所需
型号钢材的供货信息。

“下午客商身体转好之后，直奔
现场进行考察，对结果很满意。”刘
海辉自信地说。

不仅在招商过程中要亲商，项目
落地过程中更要安商。“要主动帮企
业跑建工、城管、审批等各个部门，
尽全力扫除一切落地障碍。”刘海辉
最后说。

记者 江露露 通讯员 胡忠

刘海辉：做招商引资的“多面手”

本报讯 6月 27日至29日，市
政协主席章松率市经开区、市招商
中心相关负责同志赴珠三角地区开
展招商引资工作。市政协秘书长张
翼参加。

章松一行先后考察走访欣旺
达、科达利、路畅科技、美的集
团、国鸿氢能、金睿财富控股等公
司总部或有关项目基地。每到一
处，均详细介绍安庆当前推进首位
产业大招商的有关政策，与对方负

责同志就合作空间和方向进行深入
交流，并邀请来宜考察。

活动间隙，章松一行还走访了
深圳安庆商会，对商会长期以来为
家乡建设和发展所做出的努力表示
感谢。章松希望商会继续发挥好对
内服务会员、对外助力家乡发展的
作用，借助商会搭建平台，为家乡
招商引资牵线搭桥，积极引导会员
回乡投资兴业，进一步提升招商引
资质效。 （通讯员 产敬春）

章松率队赴珠三角地区招商时强调

借助商会平台
提升招商引资质效

新华社北京6月30日电 7月1日
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
的讲话》。

文章强调，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
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
心和使命，是激励一代代中国共产党

人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的根本动力。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要牢牢把握“守初心、担使命，
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求，牢牢把
握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
品格、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
伟大梦想共同奋斗的根本任务，努力
实现理论学习有收获、思想政治受洗

礼、干事创业敢担当、为民服务解难
题、清正廉洁作表率的具体目标，确
保这次主题教育取得预期效果。

文章指出，要充分认识开展主题教
育的重大意义。开展这次主题教育，是
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
全党的迫切需要，是推进新时代党的建
设的迫切需要，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
肉联系的迫切需要，（下转第四版）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本报讯 6 月 30 日，记者从市
委组织部获悉，根据2018年党内统
计年报显示，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我市有基层党组织11372个，其
中党委 416 个，党总支部 1304 个，
党支部9652个。中国共产党党员总
数为268306名。

党员队伍结构进一步优化。从
性别构成看，女党员58838名，占党
员总数21.9%，较上年提高0.3个百分
点；从年龄结构看，35岁及以下党
员52739名，占党员总数19.7%，较
上年提高0.7个百分点；从职业看，
工人 5979 名，占 2.2%；农牧渔民
104569名，占39%；机关干部及国
有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专业技
术人员 61817 名，占 23.1%；离退休
人员52423名，占19.5%；非公有制
单位和社会组织党员 23375 名，占
8.7%，其他类型党员 20143 人，占
7.5%。来自农民、干部、工人、知
识分子中的党员是党员队伍最基本
的组成部分和骨干力量。

党员整体素质进一步提升。从

学历看，大专以上学历 108738 人，
占党员总数40.5%，较上年提高1个
百分点；从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
看，村党组织书记中致富带头人、
专业合作组织负责人占18.6%；村党
组织书记中，大专及以上学历占
67.5%；社区党组织书记中，大专及
以上学历占80.5%。

发展党员质量进一步提高。2018
年全年发展党员3434名，增幅比上
年增加9.1个百分点，较好实现了发
展党员总量控制的调控目标。全年发
展的党员中，生产工作一线的3081
名，占89.7%，比上年提高3.7个百分
点；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576名，占
54.9%，提高4.9个百分点。

各领域党组织建设得到加强，
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不断强化，战
斗堡垒作用不断显现。全市各级党
组织和广大党员在服务经济高质量
发展、“三大攻坚战”和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中充分发挥了战斗堡垒和先
锋模范作用。
（记者 雷琳琳 通讯员 高百林）

截至去年底我市中国共产党

党员总数为26.8万名

6月30日，大观区党员群众参观黄
镇生平事迹展。“七一”期间，以“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主题的红色文
化教育活动此起彼伏，市烈士陵园、
黄镇纪念馆、邓稼先故居等地人潮涌
动，广大党员在这里追忆革命岁月，
激发前行动力。

记 者 徐勇进
通讯员 姚莉 摄

追忆革命岁月

安庆晚报

本报讯 6月27日，记者从市高
新区获悉，总投资5亿元以上的安徽
普利生物药业国际高端原料药及创
新制剂制造基地项目在高新区正式
落地。该项目是我市引进的首家化
学药原料药及制剂一体化项目，是
高新区引进的首家医药类上市公
司，也是我市首个按国际标准建设
的药品制造项目。该项目的落地，
标志着高新区正式构建了“药物研
发+原料药+制剂”一体化产业体

系，开启了我市医工医药产业国际
化征程。

近年来，高新区着力发展医工医
药首位产业，全力打造长三角地区一
流的原料药基地、国际高端原料药基
地，实施“原料药+”发展模式，积极拓
展化学药制剂、药物研发、医疗器械
等新兴产业，产业发展迅速，目前医
工医药企业已近40家，医药产业集群
初步形成。

（记者 项珍 通讯员 陈嵩）

总投资5亿元以上的
生物医药项目在高新区落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