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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2019）10
月 29日在上海召开。国家主席习
近平向论坛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科学技术是人类
的伟大创造性活动，发展科学技术
必须具有全球视野、把握时代脉

搏。中国愿同世界各国一道加强科
学研究，密切科研协作，推动科技进
步，应对时代挑战。

习近平强调，中国高度重视科
技前沿领域发展，致力于推动全球
科技创新协作。中国将以更加开放
的态度加强国际科技交流，依托世

界顶尖科学家论坛等平台，推动中
外科学家思想智慧和研究成果转化
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希望
与会代表围绕“科技，为了人类共同
命运”这个主题，推动基础科学、倡
导国际合作、扶持青年成长，为共同
创造人类更美好的未来作出贡献。

本报讯 记者胡利龙报道 10月29
日，市委书记任泽锋赴歙县溪头镇调研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和脱贫
攻坚工作。他强调，要紧紧围绕“守初
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求，
持续深入开展好第二批主题教育，学做
结合、查改贯通，抓紧抓实脱贫攻坚工
作，以脱贫攻坚实绩检验主题教育成
效。市委常委、秘书长、统战部长周天伟
一同调研。

任泽锋首先来到汪满田村调研党群
服务中心建设情况，看望慰问扶贫工作
队，详细了解脱贫进展、帮扶举措等，希望
大家保持干劲，带领村庄加快脱贫致富。
汪满田村革命烈士纪念馆详细记载了当
年红军的战斗事迹，任泽锋步入馆内瞻
仰，要求加大宣传利用力度，加强革命传
统教育。92岁高龄的老游击队员、老党
员汪在君数十年来坚持守护红军墓，任泽
锋与他促膝交流，共同追忆红色历史，畅
谈初心使命，祝老人家健康长寿。来到溪
头镇田园综合体展示中心，任泽锋认真听
取项目规划建设情况汇报，要求把主题教
育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热情，加大力

度、加快推进，高质量完成田园综合体建
设任务。任泽锋还先后在汪满田村、大谷
运村、桃源村走访慰问了贫困户汪联盟、
柯伯校、柯仲善及边缘贫困户江洋丽，关
切地询问生产生活情况，勉励他们自力更
生、战胜困难，要求有关方面结合主题教
育开展，严格落实帮扶举措，确保如期打
赢脱贫攻坚战。

任泽锋强调，要坚持学做结合，学深
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党建之方、发展之
策、惠民之招，以知促行推动各项工作取
得新突破。要树牢宗旨意识，传承红色
基因，弘扬优良传统，以坚定的理想信念
坚守初心。要发扬斗争精神，着力完善基
础设施，加快项目建设，推进产业发展，壮
大村级集体经济，持之以恒为群众办实
事、办好事。要强化效果导向，紧盯脱贫
攻坚重点任务，在调查研究、检视问题上
下功夫，边查边改、立行立改，全面提升脱
贫质量，以脱贫攻坚的实绩检验主题教育
的成效。

歙县负责同志和市直有关部门负责
人参加。

本报讯 记者胡利龙报道 10
月28日下午，市委书记任泽锋主持召
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上级有
关精神，研究有关事项，部署当前工
作。市委常委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程迎峰，市政协主席路海燕列
席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和省委政协

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成立70周年大会精神，研究了我市
贯彻意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牢
把握新时代人民政协的新方位新使
命，强化政治担当，全面加强政协系统
党的建设，全面落实政协组织使命任
务，全面强化政协委员队伍建设，奋力

开创新时代我市人民政协事业新局面。
会议通报了省党政代表团赴沪苏

浙开展学习考察和高质量对接合作情
况，传达了考察对接活动总结交流会
精神，研究了我市贯彻意见。会议指
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认真落实好中央和省委、省政府
决策部署，发扬创新精神、以思想大解
放引领一体化发展大战略；发扬进取
精神、以产业大合作推动一体化发展
高质量；发扬改革精神、以政务高效率
打造一体化发展好环境；发扬务实精
神、以共谋大保护共享一体化发展好生
态；发扬斗争精神、以担当好作风保障
一体化发展见实效，全面加快我市融入
杭州都市圈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步伐。

会议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市政
府、市政协、市法院、市检察院党组工
作汇报。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市人大
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市法院、市检
察院党组认真贯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市
委部署要求，围绕全市大局履职尽责，
加强党组自身建设，自觉履行管党治
党主体责任，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各项工作取得了新
成效。要牢牢把握正确方向，矢志不
移坚持党的领导，带头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要聚焦大局精准发力，矢志不移
服务中心工作，加强工作调度，确保完
成年度目标任务。要深入践行“三严
三实”，矢志不移加强自身建设，持续
深入开展主题教育，推动全面从严治
党向纵深发展。

会议研究了《黄山市残疾人联合
会改革方案（送审稿）》。会议强调，要
明确任务分工，压紧压实责任，着力推
进改革落实，进一步激发残联组织活
力，营造全社会理解、尊重、关心、帮助
残疾人的良好氛围，多为残疾人办好
事、办实事，真正让残疾人有幸福感、
获得感、安全感。

会议听取了中央扫黑除恶第 14
督导组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和我市专项
整治工作进展情况的汇报。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市政府有关副市长，市人大常委

会、市政府、市政协秘书长，市委有关
副秘书长，市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列席
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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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任泽锋主持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
牢把握新时代人民政协的新方位新使命，奋力开创新
时代我市人民政协事业新局面

◎发扬创新精神、进取精神、改革精神、务实精神，全
面加快我市融入杭州都市圈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步伐

◎牢牢把握正确方向，矢志不移坚持党的领导；聚
焦大局精准发力，矢志不移服务中心工作；深入践行

“三严三实”，矢志不移加强自身建设，推动全面从严治
党向纵深发展

◎多为残疾人办好事、办实事，真正让残疾人有幸
福感、获得感、安全感

任泽锋赴歙县溪头镇调研时强调

学做结合 查改贯通
以脱贫攻坚实绩检验主题教育成效

◎要坚持学做结合，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以知促行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新突破

◎要树牢宗旨意识，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优良传统，以坚

定的理想信念坚守初心

◎要发扬斗争精神，持之以恒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

◎要强化效果导向，全面提升脱贫质量，以脱贫攻坚的

实绩检验主题教育的成效

习近平向第二届世界顶尖
科学家论坛（2019）致贺信

本报讯 在日前落幕的黄山市第五
届创业大赛上，安徽竹迹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推送的“户外竹基纤维复合材料研发
生产”创业项目以最高分获得大赛一等
奖。此项竹基纤维复合材料制造技术，改
变了以前竹材只能做简单的竹制品、利用
率低、附加值不高的状况，实现了林产区
竹子效益的最大化。

据了解，竹基纤维复合材料是通过
纤维化竹束帘制备技术、酚醛树脂均匀
导入技术、连续式网带干燥技术、大幅面
板坯铺装技术、成型固化技术等多项技
术集成，实现竹基纤维复合材料的高性
能和可调控，最终制造成多用途竹基纤
维复合材料，该项技术是我国在竹材加
工应用领域的一项重大突破。一年前落
户全省林业大县祁门的安徽竹迹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充分利用当地丰富的毛
竹资源开发生产竹基纤维复合材料，将
竹材应用由室内装饰、日用品向户外园
艺、特色建筑等领域拓展，从而使竹材的
利用率、附加值大大提高，并且提升了祁
门林产工业高科技含量和全县绿色发展
的新空间。

近年来，祁门县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之路，加快推动生态文明和美丽祁门建
设，念好“山”字经，做活“林”文章，全县林

业和生态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先后荣获
“国家生态示范区”“全国绿化百佳县”“安
徽省级森林城市”等荣誉称号。

在保护生态、推进绿色发展中，祁门
县推深做实“林长制”，围绕“护绿、增绿、
管绿、用绿、活绿”五大任务，持续扩大新
增造林面积，目前乡村苗圃建设突破
8000亩，创建省级森林城镇 6个、省级森
林村庄73个；严格落实“河长制”，扎实推
进新安江率水河段流域综合治理、阊江流
域跨省横向生态补偿工作，全县饮用水源
地、出境断面水质达标率均为100%；开展
大气污染专项整治行动，空气质量持续向
好，连续 5年成功入选全国“百佳深呼吸
小城”。

多年来，祁门县坚持把改革创新作为
林业现代化建设的动力源泉，强力推进林
长制改革，全力抓好林业资源保护和综合
利用，着力织好“三张”绿网。首先织好

“护绿”网：全县设立各级林长岗位 447
个，全面严守 124万亩生态林红线，110.7
万亩公益林得到全面保护，80万亩天然
林实现全面停伐，305.5万亩森林全面实
行“四图两网”管理；全县现有“一林一长”
447人，“一林一策”142份，“一林一技”
116人，“一林一警”43人，“一林一员”376
人。同时织好“增绿”网：大力开展国土绿
化提升行动，累计完成人工造林 90多万
亩，全县森林覆盖率由1985年的73.9%提
高到现在的 88.64%，活立木蓄积量增加
到现在的1175.2万立方米，有林地面积增
加到现在的273.8万亩；

（下转第二版）

10 月 26
日，地域文化
体验式传播研
究院揭牌暨中
研（黄山）公益
研学启动大会

在徽州区中国徽州非遗文化体验中
心举行。

据了解，地域文化体验式传播
研究院由黄山学院旅游学院、徽州

区教育局、徽州区文旅体局、黄山中
研文化旅游有限公司联合成立，是
一所集餐饮、住宿、学习、参观、体验
为一体的综合型研学旅行营地，内
设非遗体验馆、书吧、非遗文化展示
馆、徽菜体验馆等。中心通过与国
家级非遗大师联合开展徽文化
STEAM课程，以体验式、参与型、互
动性的特点吸引广大学子前来体
验、研学。 ·李静雯 闫艳·

本报讯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中，歙县坚持聚焦主题主
线，坚持边学边查边改，结合县域新安
江沿线实际，研定《在“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中深化新安江流域生

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实施方案》，在新安
江生态环境保护上动真碰硬，以“一江
清水出新安”践行初心使命，推深做实
主题教育。

该县组织徽城镇、雄村镇、深渡镇
等9个新安江沿江乡镇党委开展理论
联学，坚持围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就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水污染防治、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等开展专题研讨，切
实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践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
念。

细化调研突出问题导向。县委
领导带头围绕新安江综合治理、清洁
能源利用及环境保护、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等主题开展了调研走访并及时
分享交流调研成果。沿江乡镇党委
以“沿江逐村大调研”为重点，围绕新
安江两岸水淹地退耕休耕、退耕还湿
还林、水位线以下化粪池改造提升、
新安江渔船退捕、畜禽养殖污染治理
等方面深入群众，察实情听意见，深
刻剖析原因、研究解决问题的实用举
措，建立“问题、任务、整改”清单，挂

图作战、对账销号，着力解决一批群
众身边的生态环境突出问题。

统筹力量营造浓厚氛围。选优配
齐县、乡（镇）、村三级河长 373名，交
办河道乱扔乱倒生活和建筑垃圾、畜
禽养殖污染、占河建筑等问题65个均
已处理落实；1-9月，县乡村级河长累
计巡河 5747次，受理电话举报 20件，
发出交办函 22个，做到件件有落实。
同时强化林业资源管护，实现 531名
林长、379名专职护林员全覆盖。今
年以来，完成春季造林 2210亩、森林
抚育 8.5万亩、封山育林 2万亩，森林
覆盖率达82.64%。“法润新安百村行”
普法宣传、“守护大自然·保护母亲河”
等环保志愿活动氛围浓厚，全社会积
极参与新安江流域生态保护热情不断
高涨。

（下转第二版）

歙县：新安江生态环境保护动真碰硬

10月28日，游客在黄山风景区光
明顶拍摄日出云海景观。

当日清晨，雨后的黄山风景区出
现日出与云海景观，群峰在云海间时
隐时现，宛如仙境。游客纷纷拿起相
机、手机，记录下这一壮观景象。

李金刚/摄

黄山美景醉游人

念好“山”字经 做活“林”文章

祁门为发展注入绿色基因

10月27日，休宁县政府组织专
家对《安徽省休宁县国家农业绿色发
展先行区总体建设规划（2018-2025）》
和《安徽省休宁县国家农业绿色发展
先行区总体实施方案（2018-2025）》
进行评审验收。由中国农业科学院
副院长刘现武等组成的专家组听取
了规划项目组的成果汇报后，经过质
询、答疑和认真讨论，认为项目验收
资料齐全，管理规范，一致同意通过

了规划的验收。
规划从该县实际出发，采用“以

绿色发展定格局，以格局布农林；
以生态优先定产业，以产业促发
展”的思路，以“两茶一花一鱼”主
导产业、资源环境和农村社会三大
板块的绿色融合为重点，规划设计了
休宁县农业农村绿色发展的重大工
程项目。

·卢丽斌·

休宁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规划通过验收地域文化体验式传播研究院在徽州区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