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

8版

2021 年 1 月1 日 星期一

辛 丑 年 正 月 初 一 第 10474 号
国内统一刊号CN34—0005 邮发代号25—28

中共安庆市委主管主办 安庆日报社出版

今日

8版

2021 年 1 月1 日 星期一

辛 丑 年 正 月 初 一 第 10474 号
国内统一刊号CN34—0005 邮发代号25—28

中共安庆市委主管主办 安庆日报社出版

今日

4版

2021 年 10 月1 日 星期五

辛 丑 年 八 月 廿 五 第 10815 号
国内统一刊号CN34—0005 邮发代号25—28

中共安庆市委主管主办 安庆日报社出版

新华社北京 9 月 30 日电 10 月 1
日出版的第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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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好红色资源、
赓续红色血脉，努力创造无愧于历史和
人民的新业绩》。

文章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

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
神财富。红色血脉是中国共产党政治
本色的集中体现，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
人的精神力量源泉。回望过往历程，眺
望前方征途，我们必须始终赓续红色血
脉，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
志、指引方向，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

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用党的历史
经验和实践创造启迪智慧、砥砺品格，
继往开来，开拓前进，把革命先烈流血
牺牲打下的红色江山守护好、建设好，
努力创造不负革命先辈期望、无愧于历
史和人民的新业绩。

（下转第四版）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
努力创造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新业绩

本报讯 9 月 30 日上午，全市
“双减”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市
委副书记胡红兵出席并讲话，市委
常委、副市长吕栋主持。

胡红兵要求，各地各部门要提
高政治站位，深刻理解和把握“双
减”工作的重要意义，坚持正确办
学方向，推动学校教育更加优化、
校外培训更加规范，引导学生全面
而有个性地发展，进一步办好人民
满意教育。要瞄准工作目标，将

“双减”工作任务不折不扣落实到
位，落实“三个提升”和“两个从
严”，提升学生作业管理水平、提升

学校课后服务水平、提升校内教育
教学质量；从严审批校外培训机
构、从严治理校外培训机构，做到
限机构数量、限培训时间、限收费
价格、限培训广告、限资本运作。
要强化责任落实，加强对“双减”
工作的组织领导，把“双减”工作
作为当前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和重
大民生工程，切实承担主体责任，
强化督查问责和舆论引导，共同推
进重点难点问题解决，形成齐抓共
管强大合力，为现代化美好安庆建
设提供坚强有力教育支撑。

（全媒体记者 白萍）

胡红兵在“双减”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

落实“三提升两从严”
办好人民满意教育

本报讯 9 月 29 日下午，市政
府党组书记、市长张君毅主持召开
市政府党组会议，市政府党组成员
出席会议，副市长杨林列席会议。

会议集体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
一次会议、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
院） 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陕
西榆林考察、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持
续在学懂弄通做实上狠下功夫。要

以学懂为先，坚持原原本本学、全
面系统学、深入思考学、联系实际
学，切实掌握其丰富内涵和实践要
求。要以弄通为要，准确理解新思
想中蕴含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
领导方法，更新手法、步法、打
法，不断提高运用理论指导实践、
推动工作的能力。要以做实为本，
做起而行之的行动者，当攻坚克难
的奋斗者，在学而信、学而用、学
而行中抓好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市
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落细落实。

（全媒体记者 江露露）

张君毅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新 华 社 北 京 9 月 30 日 电 日
前，中共中央决定：

郑 栅 洁 同 志 任 安 徽 省 委 委

员、常委、书记，李锦斌同志不
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
员职务。

安徽省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

新华社北京 9 月 30 日电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
雄敬献花篮仪式30日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
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
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同各界代
表一起出席仪式。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高高飘
扬。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国家
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花篮上“欢度国庆”的字样
分外醒目。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北侧两组花
坛上镶嵌着白菊、康乃馨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
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

临近10时，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
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
日号角》，悠远而嘹亮的乐声讲述着可歌可泣的峥
嵘岁月。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以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
概，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礼兵就位！”随着号令，60名三军仪仗兵迈着
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

10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
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
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

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
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
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
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
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
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
献的9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熠熠生辉。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稳稳抬
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
纪念碑基座上。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
在花篮前驻足凝视。盛放的百合、挺拔的红掌、

轻盈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无尽思念和
崇高敬意。

习近平迈步向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接着，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
纪念碑。 （下转第四版）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 英雄浩气万古长存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出席

本报讯 9月 30日是我国第八个
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周东明，市政协主席章松，市
委副书记胡红兵，市委常委、安庆军
分区司令员陈社会，副市长杨林等市
领导满怀崇敬之情来到市烈士陵园，
同我市各界代表一起向革命先烈敬献
花篮，深情回望百年峥嵘岁月，追思

缅怀英雄丰功伟绩。杨林主持仪式。
烈士陵园内，松柏葱茏，革命烈

士主题雕像格外庄严肃穆。上午 9
时，活动正式开始，全场高唱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
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
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随
后，少先队员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

接班人》，表达继承革命先辈光荣传统
的心声。伴随着深情的献花曲，礼兵
稳稳抬起花篮，缓步走向革命烈士主
题雕像，依次将花篮摆放在雕像基座
前。随后，胡红兵缓步上前，仔细整
理花篮缎带。参加仪式的全体人员依
次上前缓步绕行，瞻仰革命烈士主题
雕像，沉痛悼念为国捐躯的革命烈

士，向英烈表达无尽哀思和崇高敬意。
市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迎

江区、大观区、宜秀区党委或政府主
要负责同志及代表；烈属、退役军
人、学校师生、解放军和武警官兵、
政法干警等社会各界代表600余人参
加仪式。

（全媒体记者 江月）

我市举行2021年烈士纪念日向烈士敬献花篮仪式
周东明章松胡红兵出席

本报讯 9月 30日，2021年安庆
市第九批重大项目集中开工动员会在
桐城市大鼎智能装备年产1万台智能
大型带式输送机项目现场举行。市委
书记张祥安出席并宣布开工。市长张
君毅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周东
明，市政协主席章松，市政协副主席
李跃云，市政府秘书长王赵春出席动
员会。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花家红
主持动员会。

张君毅在讲话中指出，今年以来，
全市上下始终把“双招双引”作为经济

工作的“第一战场”，一切围绕项目转、
一切围绕项目干。1-8月，已集中开工八
批重大项目，涉及项目 141个、总投资
576.9亿元。这些项目的开工建设，必将
对我市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全市经
济发展稳中向好起到重要支撑作用。
下一步，要继续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
府、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更加善于用
市场的逻辑谋事、用资本的力量干事，
凝心聚力、扎实苦干，全力以赴抓项目、
稳投资、增动能。要更高效率推进项目
建设，抢抓当前项目施工黄金期，紧盯

目标节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推进项
目加快建设，进一步提高项目开工率、
竣工率、投产率和转化率，努力以高质
量投资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更大气力
推进“双招双引”，紧紧围绕补链、强链、
延链、增链，完善“双招双引”的路线图、
施工图，按图索骥、顶格推进，千方百计
招引一批产业层次高、带动能力强的优
质项目，不断推动产业集群发展。要更
实举措优化营商环境，常态化开展“四
送一服”专项行动，深化“标准地”改革，
推行“容缺审批+承诺制”办理模式，全面

加强审批服务、要素保障、水电供应等
服务工作，及时帮助企业协调解决各类
问题，全力打造为企服务的优质环境。

此次集中开工重大项目 19个，总
投资56亿元，项目涵盖战略性新兴产
业、传统产业升级改造、现代服务业等
9个领域。其中，大鼎智能装备年产1
万台智能大型带式输送机项目位于桐
城经开区，总投资10亿元，预计2023年
建成投产，达产后可实现年产值12亿
元，新增就业岗位500个。

（全媒体记者 江月）

全市第九批重大项目集中开工动员会举行
张祥安宣布开工 张君毅讲话 周东明章松出席

9月30日上午，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来到北京天安
门广场，出席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这是习近平整理花篮上的缎带。 新华社记者 李响 摄

本报讯 9 月 30 日下午，市委
书记张祥安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
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
榆林考察时和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第九届中
国 （安庆） 黄梅戏艺术节工作情况
汇报，研究闭幕式有关工作；听取
第一届“唱黄梅、兴安庆”圆桌会
议和安庆投资发展环境说明会举办
情况的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
作；传达全省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
工作部署会议和全省村（社区）“两
委”换届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
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陕
西省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对做好当
前能源低碳发展、产业转型升级、
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重点工作提出
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才工
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科学回答了
新时代人才工作的一系列重大理论
和实践问题，明确了指导思想、战
略目标、重点任务、政策举措，为
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提供了根本遵
循。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领
会，始终以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
向为方向，不断校准坐标、改进工
作，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安庆不
折不扣落地落实。

会议强调，“一节两会”反响热

烈、初有成效，要进一步提高认
识、统一思想，以更大气力做好“后
半篇文章”，真正将会议成效转化为
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转化为安庆干
群干事创业的精气神。要对圆桌会
议嘉宾提出的问题和建议及时进行
梳理汇总、细化分解、跟踪督办，确保
开花结果、落地见效，同时总结办会
经验，不断创新形式、扩大范围、提高
影响力，使其成为安庆籍人才助力家
乡发展的常态化平台；要建立健全常
态化工作机制，设立工作专班推动各
项任务落实，建立外地安庆商会名录
和联系机制，扎实做好建立人才库、
推进人才外引外派等工作；要建立
项目库，对签约项目逐个跟踪调
度，及时解决项目存在问题，促进
项目尽快落地。要创新举办好各类
展会、论坛活动，进一步提升城市
知名度、产业影响力。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中
央精神及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
切实提升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
当，切实把党的领导贯穿换届工作
全过程和各环节，压实责任、精心
组织，确保高标准高质量做好市县
乡人大换届选举和村 （社区）“两
委”换届工作。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全媒体记者 江月）

张祥安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
工作会议上等重要讲话精神
听取“一节两会”工作情况汇报

今日今日导读导读

2版

取材安徽故事 改编于沪剧

黄梅戏《挑山女人》感动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