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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10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9月10日上午应约同美国总
统拜登通电话，就中美关系和双方关
心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广泛
的战略性沟通和交流。

习近平首先就飓风“艾达”造成美国
多地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向拜登和美国
人民表示慰问。拜登对此表示感谢。

习近平指出，一段时间以来，美国
采取的对华政策致使中美关系遭遇严

重困难，这不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
和世界各国共同利益。中美分别是最
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
中美能否处理好彼此关系，攸关世界
前途命运，是两国必须回答好的世纪
之问。中美合作，两国和世界都会受
益；中美对抗，两国和世界都会遭殃。
中美关系不是一道是否搞好的选择
题，而是一道如何搞好的必答题。

习近平强调，中国古诗曰：“山重

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中美
自1971年双边关系“破冰”以来，携手
合作，给各国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当前，国际社会面临许多共同难题，中
美应该展现大格局、肩负大担当，坚持
向前看、往前走，拿出战略胆识和政治
魄力，推动中美关系尽快回到稳定发
展的正确轨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和
世界各国人民。

（下转第四版）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

本报讯 9月 10日上午，市委书
记张祥安主持召开2021年度市级总河
长、市级总林长、市级总田长暨市生
态环境保护委员会会议，听取今年以
来工作情况汇报，分析当前形势，研
究部署下一步工作。市领导张君毅、
胡红兵、吕栋、刘克胜，市人民检察
院检察长顾玫帆，安庆经开区管委会
主任吴三九参加。

张祥安指出，实施河湖长制、林
长制、田长制，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的重要举措。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进一
步提高政治站位，始终心系“国之大
者”，牢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按照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切实
增强实施河湖长制、林长制、田长制
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呵护好安庆
的绿水青山，守护好安庆的生态家
园，努力让安庆绿色发展的底色更

浓、成色更亮。
张祥安强调，近年来，我市积极

探索、改革创新，通过实施河湖长
制、林长制等，有力推动了生态环境
保护工作上水平、上台阶，多项改革
措施走在全省前列，成绩值得充分肯

定，但面临的工作任务仍然是艰巨
的。要推深做实河湖长制，持续开展

“五清四乱”专项行动，整治河道侵
占、堤顶建房、水体污染等问题，努
力建设幸福河湖。要全面深化新一轮
林长制改革，持续做好森林防火、松

材线虫病防治等风险防控，稳妥推进
集体林权制度创新，培育发展林业特
色产业，加强林业碳汇体系建设，探
索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安庆路
径”，努力在新一轮林长制改革中创造
新业绩、开创新局面。要推进实施田
长制，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引领，加强
用途管制，严控建设占用，确保耕地
保有量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减
少、质量有提升，粮食生产能力不降
低。要强化夯实责任制，压实河湖
长、林长、田长的“第一责任”，确保
任务落实、责任落实；要强化督查考
核，常态化开展督查检查，完善考核
激励体系，严格兑现奖惩。

张祥安强调，要抓好各类突出环
境问题整改，确保改彻底、改到位、
不贰过；要做好环境要素保障，努力
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全媒体记者 江月）

张祥安在市级总河长、总林长、总田长暨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会议上强调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努力让安庆绿色发展底色更浓成色更亮

张君毅胡红兵参加
本报讯 9月 10日上午，市委书

记张祥安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城
区开展闲置和低效用地清理释放发展
空间总体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
工作。市长张君毅，市委常委、副市
长吕栋，安庆经开区管委会主任吴三
九参加。

在听取有关部门汇报及各区意见
建议后，张祥安指出，空间的资源是
最宝贵的资源，清理闲置和低效用地
对于腾出城市发展空间、提升城市品
质形象具有重要意义。各级各部门要
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做好闲

置和低效用地清理处置工作的极端重
要性和现实紧迫性。要进一步坚定信
心和决心，分清轻重缓急，注重示范
带动，全力以赴打好闲置和低效用地
清理攻坚战。

张祥安强调，要坚持“区为主、区
负责，市协调、市支持”原则，有力有序
推进闲置和低效用地清理工作。各区
要认真研究、细化方案，成立专班强力
推动；市级要加强规划统筹、科学指
导，倒逼土地高效投入、高效利用，让
每一寸土地发挥最大效益。

（全媒体记者 江月）

张祥安在听取城区闲置和低效用地
清理工作汇报时强调

坚定信心决心 全力以赴打好
闲置和低效用地清理攻坚战
张君毅出席

本报讯 9月10日，上海迪赛诺生
物医药有限公司原料药项目正式签约，
并落户安庆高新区。市委书记张祥安，
市长张君毅，上海创诺医药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徐胜平出席签约仪式。

上海迪赛诺生物医药有限公司成
立于2000年，是中国制药工业百强企

业之一。此次签约投资的原料药项目
总投资15亿元，占地300亩，一期预
计于2024年前建成。项目投产后将有
效促进安庆高新区医工医药产业延
链、强链、补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
注入新动能。

（本报通讯员）

迪赛诺公司原料药项目
落户安庆高新区
张祥安张君毅出席签约仪式

本报讯 9月10日，市政协十五届
62次党组（扩大）会议暨68次主席会
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章松主
持会议，市委常委、市政协党组副书记
陈明生，副主席何家虎、黄杰、洪爱敏、
胡万宝、程秋月、李跃云，市政协党组
成员江兴代出席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法治思想
及市委有关文件精神；审议并通过市
政协十五届二十二次常委会议暨“基
础教育创优工程”重点民主协商会方
案；审议了全市政协“两商衔接”暨

“两室建设”现场会建议方案等。

章松指出，全市政协系统要认真
学习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吃透基本
精神、把握核心要义、明确工作要
点，将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落实
到有用的建言献策上、有效的凝聚共
识上、有力的自身建设上，为法治安
庆建设贡献政协力量。他强调，要围
绕“基础教育创优工程”这一主题，
进一步明确工作目标，在深入调研的
基础上抓住问题、直面现状，有针对
性地提出建设性意见，为党委政府决
策作参考。

（全媒体记者 项珍）

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暨主席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
及市委有关文件精神等
章松主持

本报讯 记者从黄梅戏艺术节筹
委会办公室获悉，《第九届中国（安庆）
黄梅戏艺术节活动方案》正式印发。定
于9月28日至10月8日在安庆举办以

“百年风华 伟大征程——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周年”为活动主题的第九
届中国（安庆）黄梅戏艺术节，将按照

“安全、简约、精彩、隆重”的总体要求，
在从严从紧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基础
上，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重点
组织好艺术节开、闭幕式和优秀剧目
展演等活动，全面展示黄梅戏最新创
作成果，向党的百年华诞献礼。

艺术节开、闭幕式将分别于9月28日
和10月8日在市黄梅戏艺术中心举行。
开幕式上将演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舞台艺术精品创作工程”入选
作品——新创黄梅戏《不朽的骄杨》；闭
幕式将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黄梅戏红色经典演唱会”。

今年的“黄梅戏新创优秀剧目展
演”面向全国黄梅戏演出院团，遴选“讴
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
的新创优秀黄梅戏剧目在安庆市集中
展演。共有安徽、湖北、江西、广东等4
省 13 市 25 家剧团 34 台剧目申报参

演，申报剧目数量创历史新高。经过文
化和旅游部组织专家遴选，确定了 16
台剧目在安庆市进行集中展演，时间为
9月28日—10月8日，演出地点分别是
安庆市黄梅戏艺术中心、石化俱乐部、
人民剧院。另有12台新创剧目参加艺
术节线上展播。

此外，今年艺术节将创新展演形
式，组织安庆黄梅戏艺术剧院、无锡
锡剧院、上海京剧院、浙江昆剧团、
浙江婺剧院齐聚安庆，实现长三角五
大剧种共演《雷峰塔》。

艺术节期间，还将举办研讨交流

活动，邀请国内戏曲专家组成观演评
论小组，对展演的新创剧目进行“一
剧一评”；举办黄梅戏广播剧展播活
动，面向社会征集、展播主题鲜明、
导向正确、创意新颖的黄梅戏广播
剧，通过市新闻传媒中心广播频率展
播；线上线下同步举办“听黄梅·买名
品·品美食”文化商贸活动。

艺术节期间，将针对每场活动制
定专门疫情防控方案，省外演职人员
携带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来宜，
不邀请中高风险地区的来宾。
（全媒体记者 江月 通讯员 陈嘉）

第九届中国（安庆）黄梅戏艺术节活动方案出台
9月28日至10月8日举办

推深做实河湖长制，持续开展“五清四乱”专项行
动，整治河道侵占、堤顶建房、水体污染等问题，努力
建设幸福河湖

全面深化新一轮林长制改革，加强林业碳汇体系建
设，探索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安庆路径”，努力在改
革中创造新业绩、开创新局面

推进实施田长制，加强用途管制，严控建设占用，确保
耕地保有量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减少、质量有提
升，粮食生产能力不降低

本报讯 “企业闲置了养殖厂房
11000平方米，请求区里帮助盘活利用”

“希望乡里尽快完成土地流转，确保年内
完成作物种植”……边吃边聊间，企业家
们打开话匣子，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现
场气氛轻松而热烈。9月8日上午，迎江
区组织了一场特殊的“早茶会”，6名农业
企业家被邀请和区委书记、区长及相关
负责人一起吃早茶、说诉求、话发展。

“大家反映的政策兑现、要素对接、

发展融资、品牌建设等问题，会后我们
将及时跟进对接、尽最大努力解决。”区
农业农村局负责人现场表态。

“麦陇香过去是一家集体企业，发展
遇到瓶颈。为了盘活这家老字号，迎江
区相关部门帮助我们将品牌和资产剥离
出来，由滨江城建公司接管，提升了企业
经营能力。”安庆麦陇香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负责人王文平说，“迎江区解决问题有
力度、有效率，政企‘早茶会’这种别开生

面的交流会，提高了我们的发展信心。”
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政企“早

茶会”将定期邀请不同行业的企业代表
参加。该区各级各部门将当好“店小
二”、做好“服务员”，切实为企业解难
题、鼓干劲、谋发展，不断增强市场主体
的满意度和获得感。同时，为创新诉求
搜集、问题解决机制，持续提升营商环
境，迎江区实施两类包保，安排副科级
以上领导干部包保全区重点企业及重

点项目，定期走访、宣讲政策、解决问
题，并建立健全问题搜集、办理、回访等
闭环管理机制，确保群众满意度。

“政企‘早茶会’建立起顶格倾听、
顶格服务、顶格推进的企业服务新机制
和政企沟通新平台，进一步提振市场主
体发展信心，汇聚高质量发展合力。”迎
江区委书记章洪海表示，今后“早茶会”
将成为一个常态化的制度。

（通讯员 罗海霞）

说诉求 解难题 话发展

迎江“早茶会”成为政企沟通新平台

本报讯 9月10日下午，全市新冠
病毒疫苗接种工作视频调度会召开。
市长张君毅出席并讲话，市委常委、
宣传部长王爱武，市政府秘书长王赵
春参加。

张君毅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
强化责任落实。各地各部门要把疫
苗接种工作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
务，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

省政府以及市委部署要求，不折不
扣抓好工作落实，尽早建立免疫屏
障。要持续用力，确保完成目标任
务。各地要充分利用国庆、中秋等
时间节点做好返乡人员接种工作，
及时开展第二、第三剂次接种，确
保9月底前完成主体任务，10月底前
圆满收官。要广泛宣传动员，精细
组织部署。各地要用足用好宣传手

段，及时澄清虚假不实信息，不断
提高群众接种意愿，严谨细致安
排、精心组织实施，为群众接种疫
苗提供最大便利。

张君毅要求，要加强统筹推进，
毫不懈怠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各
地党委、政府要坚决克服麻痹思
想、松劲心态，把各项任务精准贯
彻落实到位，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

责；行业主管部门要强化风险意识、
压实工作责任，加强对行业的指导、
监督、管理，确保各项防控措施落细
落实；要坚决守住“外防输入”防
线，严格规范入境人员管控和进口冷
链食品的检测消杀等工作，坚决落实
闭环管理各项措施，确保疫情防控工
作不出现任何纰漏。

（全媒体记者 江露露）

张君毅在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视频调度会上要求

提高政治站位 强化责任落实
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疫苗接种工作

本报讯 9 月 10 日教师节当天，
市长张君毅到大观区高琦小学看望慰
问一线教职工和教师代表，向全市广
大教师、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和
崇高敬意。

在高琦小学校园内，张君毅实
地查看了校园建设、办学环境等，
详细询问教学管理、“三防”建设、

“双减”政策落实等情况，并向优
秀教师代表王明送上鲜花，感谢广
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对安庆教育事
业发展的辛勤付出。他指出，教师
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希望广大
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始终以赤诚之
心、奉献之心、仁爱之心投身教育
事业，真正把为学、为事、为人统
一起来，当好学生成长的引路人，
培养出更多高素质人才，为加快建

设教育强市、全面建设新阶段现代
化美好安庆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各
地党委、政府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
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持
续为尊师敬教创新机制、完善条
件、营造氛围，努力办好人民满意
的教育。

张君毅要求，要全面落实“双减”
政策，有效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
业负担，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要加强校园安全“三防”建
设，不折不扣落实各项规范标准，为
广大师生营造安全放心的学习生活环
境；要抓紧抓实校园疫情防控，严格
落实核酸检测、健康监测、测温扫码、
清洁消杀等各项措施，确保校园疫情
防控工作万无一失。

（全媒体记者 江露露）

张君毅开展教师节慰问活动

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
致以节日问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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