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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给国家图书馆老专家回信强调

坚持正确政治方向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黄山区

构建林长制“五个一”服务平台

又是一年流光溢彩，又是一年桃李
芬芳。9 月 8 日，歙县举办“庆国庆、迎中
秋、颂佳节”教师风采大展赛，千余名师
生用生动活泼的文艺演出形式，热烈庆
祝教师节。

吴建平 郑宏/摄

载歌载舞庆祝教师节

我市抽检 15 批次月饼全部合格

中秋节前夕，市市场监管局
对月饼市场食品安全进行全方
位“体检”，共抽检样品 15批次，
全部合格。

本次月饼产品检验项目主
要包括：酸价（以脂肪计）、过氧
化值（以脂肪计）、富马酸二甲
酯、苏丹红 I-IV、苯甲酸及其钠
盐（以苯甲酸计）、山梨酸及其钾

盐（以山梨酸计）、铝的残留量
（干样品，以 Al计）、丙酸及钠盐
钙盐、脱氢乙酸及钠盐（以脱氢
乙酸计）、纳他霉素、防腐剂混合
使用时各自用量占其最大使用
量的比例之和、菌落总数、大肠
菌群、金黄色葡萄球菌、沙门氏
菌、霉菌等多个指标。

·黎小强·

休宁县 72 名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大学生获资助

近日，经过休宁县教育局、休宁县扶贫
开发局核实，共有 72名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大学生符合“新生入学资助项目”，获得资
助资金 4.1 万元，通过“一卡通”发放到
位。据了解，根据省教育厅关于建档立卡
贫困户家庭新生入学资助文件精神，该县
各乡镇及相关学校积极行动，对所有符合
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经济困难大学
新生实施“新生入学资助项目”，其中 10人

被省外高校录取，每人获得 1000 元的资
助，62人被省内高校录取，每人获得 500元
的资助。 ·程国伟·

本报讯 为扎实推进林长制工
作，黄山区结合实际，构建“五个一”服
务平台，为各级林长履行职责提供服
务保障，推动林业生态文明建设。

建立林长制“一林一档”信息管理
制度。建立最新森林资源数据档案，
加强资源动态监测管理，全区共设立
区、乡、村三级林长 355 人，落实林长
责任区总面积 14.68万公顷，其中林地
面积 13.62公顷、湿地面积 1.06公顷。

建立“一林一策”目标规划制度。
确立全区 2018-2025年林业资源保护
发展总目标，计划期间人工造林 0.17
万公顷、封山育林 0.67万公顷、退化林
修复 0.68 万公顷、森林抚育 6.72 万公
顷，森林覆盖率达到 80.78%，林木绿
化率达到 83.63%以上，年均增加森林
蓄积量 17.3 万立方米，森林总蓄积量
达到 830万立方米以上。

建立“一林一技”科技服务制度。
根据科技人员的技术职务、专业特长、
岗位特点等情况，将全区 129名林（农）

业科技专业技术人员安排从事林长技
术服务，加强区域内生态公益林与天然
林保护管理、商品林经营管理、经果林
经营管理等林业有害生物防控、森林防
火、木竹及林产品加工利用等所有涉林
事项技术指导和监督检查。

建立“一林一警”执法保障制度。
按照与区、乡（镇）两级林长责任区相
衔接的原则，将全区划分为 14个警务
责任区，按照每个警务责任区至少配
备 1名责任民警要求，共安排责任民警
20人。

建立“一林一员”安全巡护制度。
按照林长责任区范围，实行无缝对接
全覆盖，构建以护林员为基础的林情、
疫情、火情网络化监测体系，全区共配
备专职护林员 353名。同时，以“一林
一员”为基础，分级建立群众性护林组
织，共设立 1个区级护林大队、17个乡
级护林中队、79 个村级护林小队，总
人数达 581 人，形成上下贯通的护林
组织体系。 ·唐勇 胡晓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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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受市委书记任泽锋委托，
9月 9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党组
书记孙勇赴屯溪龙山实验小学开展教师
节慰问活动，亲切看望慰问一线教师，代
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
工作者致以节日的祝福。副市长程红，

市政府秘书长洪建春等随同慰问。
走进学校，孙勇实地察看校园教学

环境，详细了解学校的办学规模、硬件
设施、师资队伍建设等情况，并与优秀
教师代表开展座谈交流，认真听取他们
对教育、教学工作的意见建议。孙勇对

各位教师代表在教育教学工作中取得
的优秀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和赞许，并对
他们在教学一线的辛勤耕耘、无私奉献
表示感谢。

孙勇指出，教育是事关国计民生的
大事，各级各有关部门要继续坚持把教

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在资金投
入、公共资源配置等方面给予大力支
持。要落实好教师薪酬待遇、职称评定
等政策，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热心从
教。要高度重视教师培养培训工作，强
化师德师风建设，打造一支品德高尚、
水平精湛的高素质教师队伍。要在全
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努力办
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同时，希望广大教
师牢记光荣使命，以德立学、以德施教，
创新教学方式，提升教学质量，培养出
更多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
靠接班人，努力服务好地方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

市教育局负责同志参加慰问。
·叶有辉·

本报讯 9 月 8 日 晚 ，市 委 副 书
记、市政府党组书记孙勇主持召开市
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传
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国
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
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国务
院《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市
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参加会议。

孙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深刻分析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面临的斗争任
务，对在新时代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
本领提出了明确要求，具有很强的思想
性、针对性、指导性。全市政府系统各级
领导干部要强化学习，领悟精髓，以实际
行动奋进新时代、砥砺新担当、展现新
作为。

孙勇强调，市政府班子成员要进
一步强化斗争精神，夯实思想根基，深
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
进一步把握斗争方向，践行初心使命，
深入领会初心和使命的深刻内涵，全
面认识主题教育的重大意义，始终坚
持政治引领，不断强化理论武装，坚定
理想信念；要进一步强化斗争磨砺，深
化务实作风，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在推进五大
发展行动计划、持续做好“融杭接沪”、
脱贫攻坚、项目建设等各项工作中加
强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做
到理论上清醒，立场上坚定，勇于担
当，敢于斗争；要进一步规范决策程
序，积极担当作为，要对照《暂行条例》
有关规定，抓紧修订完善市政府相关
决策制度，自觉将决策权力置于《暂行
条例》的“制度笼子”，强化责任追究，
倒逼每位参与决策的党员干部自觉把
责任扛在肩上，把党纪国法放在心中，
切实提高依法决策、依法办事的能力
和水平。 ·叶有辉·

市政府党组召开理论
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

孙勇赴屯溪龙山实验小学慰问

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福

新华社北京9月9日电 在国家图
书馆建馆 110 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
国图 8 位老专家回信，向国图全体同志
致以诚挚的问候，希望国图为建设社会
主义文化强国再立新功。

习近平在回信中指出，你们离退休后
仍心系国图发展和文化事业，体现了你们
对“传承文明、服务社会”初心的坚守。

习近平强调，110年来，国家图书馆

在传承中华文明、提高国民素质、推动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等 方 面 发 挥 了 积 极 作
用。一代代国图人为此付出了智慧和
力量。在此，我向国图全体同志致以诚
挚的问候。

习近平指出，图书馆是国家文化发
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是滋养民族心灵、
培育文化自信的重要场所。希望国图
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弘扬优秀传统文
化，创新服务方式，推动全民阅读，更好

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建设社会主
义文化强国再立新功。

国家图书馆创设于 1909年，目前馆
藏文献总量近 4000万册件，年接待读者
超过 500万人次。不久前，丁瑜、薛殿玺
等 8位国家图书馆老专家给习近平总书
记写信，表达了老一代国图人见证国家
图书馆随着祖国繁荣发展而不断发展
的自豪，对坚守初心、推动新时代图书馆
事业扬帆再起航的坚定信心。

新华社北京 9 月 9 日电 中 共 中 央 总 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
革委员会主任习近平 9 月 9 日下午主持召开中
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并发表重要
讲话。他强调，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
中央确定的各项改革任务，前期重点是夯基垒
台 、立 柱 架 梁 ，中 期 重 点 在 全 面 推 进 、积 厚 成

势，现在要把着力点放到加强系统集成、协同
高效上来，巩固和深化这些年来我们在解决体
制性障碍、机制性梗阻、政策性创新方面取得
的改革成果，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
型。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全面深化改革
委员会副主任李克强、王沪宁、韩正出席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先进制造业和
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关于
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
见》、《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

《关于促进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体制机制
改革的意见》、《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
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关于
实施重要农产品保障战略的指导意见》、《统筹
监管金融基础设施工作方案》、《关于加强科技
创新支撑平安中国建设的意见》、《绿色生活创
建行动总体方案》、《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职责
暂行规定》、《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
意见》。

会议指出，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
深度融合是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培育现代
产业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要顺
应技术革命、产业变革、消费升级的趋势，深化
业务关联、链条延伸、技术渗透，探索新业态、新
模式、新路径，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相
融相长、耦合共生。

会议强调，支持民营企业发展，要坚持和完
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两个

“毫不动摇”，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制度化的长
期稳定发展环境，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
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
同等受到法律保护，推动民营企业改革创新、转
型升级、健康发展。

会议指出，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要强化科
技创新、制度创新、模式和业态创新，以共建“一
带一路”为重点，大力优化贸易结构，推动进口
与出口、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贸易与双向投
资、贸易与产业协调发展，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
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

会议强调，促进劳动力和人才有序社会性
流动，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有力支撑，是实现
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要破除妨碍劳动
力、人才社会性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创造流动
机会，畅通流动渠道，拓展流动空间，健全兜底
保障机制，使人人都有通过辛勤劳动实现自身
发展的机会。

会议指出，要聚焦教师立德树人、教书育人
的主责主业，坚持分类治理、标本兼治，统筹规
范督查检查评比考核、社会事务进校园、抽调中
小学教师等事宜，严格清理规范与中小学教育
教学无关的事项，切实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让
中小学教师潜心教书、静心育人。

会议强调，要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为底线，
坚持数量质量并重，实施分品种保障，增加供给
总量，优化供给结构，拓展供给来源，提高供给
质量，加强农产品储备和加工业发展调控，健全
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努力构建科学合理、安全高
效的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体系。

会议指出，金融基础设施是金融市场稳健
高效运行的基础性保障，是实施宏观审慎管理
和强化风险防控的重要抓手。要加强对重要金
融基础设施的统筹监管，统一监管标准，健全准
入管理，优化设施布局，健全治理结构，推动形
成布局合理、治理有效、先进可靠、富有弹性的
金融基础设施体系。

（下转第三版）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强调

加强改革系统集成协同高效 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李克强王沪宁韩正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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