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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9月 20日电（记者杨
维汉、林晖）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70 周年大会
20日上午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
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新时代加
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要把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巩固共同思想政
治基础的主轴，把服务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作为工作主线，把加强思想政治
引领、广泛凝聚共识作为中心环节，坚持
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提高政治协商、民
主监督、参政议政水平，更好凝聚共识，把
人民政协制度坚持好、把人民政协事业发
展好，担负起把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对人民
政协工作要求落实下去、把海内外中华儿

女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的政治责任，为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王沪
宁、赵乐际、韩正，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出
席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
协主席汪洋主持会议。

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在热
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
他首先代表党中央，向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成立 70周年表示热烈的祝贺，向
参加人民政协的各党派团体、各族各界
人士，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
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
诚挚的问候。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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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9月 20 日电 2019
世界制造业大会 20 日在安徽省合肥
市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当前，全球制造业正
经历深刻变革，各国需要加强合作、互
学互鉴，共同把握新一轮科技和产业
革命机遇，增强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
推动制造业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

变革。
习近平强调，中国高度重视制造

业发展，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推
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构建现代化
经济体系的重要一环。中方愿同各方
一道，推动制造业新技术蓬勃发展，为
促进全球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实现共
享共赢作出积极贡献。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中
华文明的摇篮。千百年来，奔腾不息
的黄河同长江一起，哺育着中华民族，
孕育了中华文明。

曾几何时，黄河由于自然灾害频

发，特别是水害严重，“三年两决口、百
年一改道”，给沿岸百姓带来深重灾
难。长期以来，中华民族为了黄河安
澜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新时代，黄河流域构成我国重要

的生态屏障，是我国重要的经济地带，
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区域，在我
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安全方面的地
位十分重要。

（下转第三版）

创作新时代的黄河大合唱
——记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并主持召

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

习近平向 2019世界制造业大会致贺信

本报讯 9 月 20 日，2019 世界制
造业大会在合肥开幕。市委书记任泽
锋，市委副书记、市长孙勇，副市长程
红出席大会相关活动。

本次大会聚焦“国家级、世界性、
制造业”的目标定位，以“创新创业创
造迈向制造业新时代——携手全球中
小企业共创智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新
未来”为主题，推进共建“一带一路”，
深入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推
动中部地区崛起，共享机遇，共谋发
展，共赢合作，打造体现高端智能化水
平的国家级展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制造业盛会。

大会期间，我市代表团参加大会
组织的开幕式、主旨论坛、签约仪式、
中央企业助力安徽省实施长江三角洲
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座谈会、“央企、
民企、外企、侨企、港澳企、台企”对接
等 20余场活动，向与会嘉宾和客商介
绍黄山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投资环

境政策等。
本次大会总布展面积 6.1 万平方

米，分为综合序厅、国际制造展区、长
三角一体化展区、智能制造展区、高端
制造展区、服务型制造展区、绿色制造
展区、数字经济展区、商品交易区、户
外 无 人 驾 驶 汽 车 体 验 区 等 十 大 展
区。集中展示当前国内外智能制造
发展的亮点、特色和一批新成果、新
理念，以及长三角制造业发展取得的
新成效、新突破。我市组织黄山富田
精工制造有限公司、黄山金马科技有
限 公 司 、黄 山 朗 吧 智 能 科 技 有 限 公
司、安徽省祁门县祁红茶业有限公司
及部分国家级工艺美术师、省级工艺
美术师参展。

大会期间，我市中建新材料园区
二期、东黄山国际小镇、中茶谢裕大茶
产业园、百年巨匠文化园等 28个项目
参加集中签约，签约投资总额 164.97
亿元。 ·叶有辉·

2019世界制造业大会在合肥开幕
任泽锋 孙勇等参加活动

本报讯 9月 20日下午，在《我爱
你，中国》的悠扬旋律中，以“我们都是
奋斗者”为主题的黄山市庆祝新中国成
立 70周年群团文艺汇演在屯溪举行。
千余名来自各行各业的代表欢聚一堂，
激情满怀，唱响时代颂歌。市领导黄林
沐、徐德书、黄仁麟、张正竹、胡宁等出
席活动。

70 年，从屯溪解放的光荣时刻，
到“中国旅游黄山出发”的拼搏岁月、
新安江生态补偿机制的探索尝试，再
到“融入杭州都市圈”的奋进新时代，
黄山的发展可谓日新月异……整场演
出分“家国情怀”“徽匠神韵”“爱我黄
山”“歌唱祖国”四个篇章，以歌唱、舞
蹈、情景剧等多种形式，生动再现了黄
山从一座山到一座现代国际旅游城市
再到中国幸福产业地标的壮阔征程。

“新安江水润匠心，工匠精神记心
上……”一曲黄梅歌《徽匠神韵》，展示
了“徽州四雕”的精美绝伦，唱出了徽
州工匠的巧夺天工，再现了 70年来徽
州工匠们对徽州技艺的传承与坚守。

音诗画表演《青清新安江 共护母亲
河》，展现了黄山市为保护新安江做出
的不懈努力，“青清新安江”在行动、打
造生态文明建设的安徽样板，黄杭青
年守护母亲河的情景一幕幕再现，让
人动容。“融杭是我们担起的责任，是
我们前进的号角，是群团发展的机遇
……”配乐诗朗诵《融杭融杭》，通过

“融杭，我们怎么看，我们怎么干”的问
答，让观众感受到融杭带来的发展变
化，对黄山市全面融入杭州都市圈有
了更深的了解，也继续坚定着黄山“争
当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标兵”的追求。
响彻全场的“千人大合唱”环节，更是
掀起了整场演出的高潮。来自我市各
行各业的上千人挥动手中的红旗、共
唱祖国赞歌。

“整场演出内容精彩、形式多样，
能够感受到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祖国
和黄山翻天覆地的变化。”观众们纷纷
表示，祖国和家乡的发展让他们内心
感到特别激动和自豪，愿祖国越来越
好！ ·朱西敏·

我市举办群团文艺汇演

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

载歌载舞迎国庆

③9 月 20 日，歙县北岸镇北岸村农民在古祠
堂广场载歌载舞迎国庆。 吴建平/摄

①9 月 20 日下午，屯溪区阳湖镇柏山社区党
委、阳湖镇非公党建联盟在广宇新城时代广场举
办“盛世华诞·筑梦同行”红歌汇演活动，庆祝新中
国成立 70周年。 舒俊 吴玉莲/摄

②9月 20日下午，黄山市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
年群团文艺汇演在屯溪举行。图为演出现场。

余 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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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单位演出单位：：黄山市歙州学校黄山市歙州学校 歙县紫阳学校歙县紫阳学校

演出地址演出地址：：香茗大剧院香茗大剧院 演出时间演出时间：：20192019年年99月月2626日日1414时时1818分分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城市建设管理
的永恒主题，城市建设千头万绪，核心
是为民办实事。今年以来，祁门县以
开展“城市双修”试点为契机，坚持为
民、利民、便民、安民的宗旨，努力为居
民打造功能完善、环境优美、秩序文明
的宜居家园。

走进祁门县中心菜市场，整洁开阔
的环境令人眼晴一亮。市场内秩序井
然，商品按蔬菜、肉类、干货、鲜鱼等分类

划行归市，摊位结构布局合理，区域标志
明显，摊位经营字号和标牌统一规范，地
面通道干净宽敞，市场出入口还配有经
营区域的平面图、宣传公示栏、公平秤
和管理服务站等，并有专人管理。

“在这样的室内菜市场，我们的生
意做得舒心，老百姓买菜买得放心。”菜
市场一楼的商户程阿姨告诉记者，她在
这里从事肉类经营已有 20多年，切身感
受到市场改造前后发生的焕然一新的变
化，“以前这里是出了名的脏乱差，特别
是在家禽和水产区附近，地面湿滑、异味
熏天，走过去都要踮着脚。现在换了新

市场，卫生好了，档次高了，生意也好做
多了，大家来买菜就像逛商场一样。”

据祁门县住建局城建股股长丁士
德介绍，长期以来，中心菜市场因为设
施陈旧、卫生环境“脏乱差”等问题饱受
群众诟病，流动摊贩、商户私搭乱建、占
道经营的现象十分普遍，车辆随意停
放，电线乱搭乱拉，消防通道拥堵，不仅
影响城市形象，更威胁群众安全。为有
效排除市场安全隐患，提升城区整体形
象，祁门县委县政府下决心对中心菜市
场进行提升改造，并将其列为一项重点
民生工程，在充分听取群众意见的基础

上，制定了农贸市场改建方案，于 2018
年 10 月开始建设，2019 年 1 月重新运
营。改建后的菜市场总经营面积约
6100 平方米，共两层，总投资 600 余万
元，市场经营摊位约 228个，划分为蔬菜
区、肉类区、干货区、鲜鱼区、冷冻区、自
产自销区等区域，为市民和菜农提供了
一个规划更加合理、环境更加整洁的农
副产品交易场所。

今年祁门县被列为全省开展“城市
双修”7 个试点城市（县）之一，该县积
极抢抓机遇，以“城市双修”为契机，以
菜市场整治为抓手，组织县公安局、城
管执法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等相关部
门对市场周边环境进行了清理整治，
依法拆除私搭乱建、路边广告牌等 30
余处，按照“行商归市、坐商归店”的要
求，引导 70 多户流动摊贩进入菜市场
内有序经营，对 30 多家商户越门占道
经营等现象进行规范劝导，全面取缔
各类流动摊点和擅自设置的马路人行
道市场。 （下转第二版）

梅 城 新 生
——祁门加快推进老城区改造建设纪实（下）

□ 本报记者 叶有辉 祁 俊

“城市双修”惠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