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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徽学之光闪耀世界文明的星空
——写在第二届徽学学术大会召开之际

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十九届六中全会11月 8日至11日召开

新华社北京10月 18日电（记者魏
玉坤、谢希瑶）国家统计局 18 日发布数
据，初步核算，2021 年前三季度中国国
内 生 产 总 值 823131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9.8%，两年平均增长 5.2%，其中三季度
同比增长 4.9%，两年平均增长 4.9%。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
济综合统计司司长付凌晖在当天举行
的国新办发布会上说，前三季度，国民
经济总体保持恢复态势，结构调整稳
步推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

工业生产持续增长，服务业稳步

恢复。前三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 11.8%，两年平均增长
6.4%；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同
比分别增长 19.3%、15.3%，两年平均分
别增长 17.6%、6.2%。

从需求来看，前三季度，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6.4%，两年平均
增长 3.9%；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
同比增长 7.3%，两年平均增长 3.8%；货
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22.7%。

就业形势基本稳定。前三季度，

全国城镇新增就业 1045万人，完成全年
目标的 95.0%。9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
业率为4.9%，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

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前三季
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
上涨 0.6%，涨幅比上半年扩大 0.1 个百
分点。

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城 乡 居 民 人 均 收 入 比 缩 小 。 前 三 季
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名
义增长 10.4%，两年平均增长 7.1%；

（下转第三版）

前三季度中国经济同比增长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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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18日电 中共中
央政治局 10月 18日召开会议，研究全面
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
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
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于 11 月 8 日

至 11日在北京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

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
验的决议》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
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
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决议稿提请十九

届六中全会审议。
会议认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

主、集思广益，广泛听取了党内外各方
面意见和建议。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
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当面听取各民主
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

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各地区各部门各
方面和党的十九大代表对决议稿给予
充分肯定，一致赞成决议稿的框架结构
和主要内容，认为决议稿实事求是、尊
重历史、主题鲜明、总结全面，同时提出
许多很好的意见和建议。决议稿吸收

了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意见和建议。
会议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

忠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
人民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绘就了
人类发展史上波澜壮阔的壮美画卷，使
近代一百多年饱受奴役和欺凌的中国

人民站立起来，使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历
史的中华民族全面迈向现代化，使具有
五百多年历史的社会主义思想在世界
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开辟出成功道路，使
新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展现出光明前景。 （下转第三版）

本报讯 10 月 15 日至 16 日，中国
农工民主党黄山市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屯
召开。

受中共黄山市委书记凌云委托，市
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伟代表中共黄山
市委热烈祝贺大会召开。她希望农工党
黄山市委深入学习贯彻市第七次党代会
精神，深化政治交接，凝聚政治共识；发挥
特色优势，服务中心大局；加强自身建设，
提高履职能力，继承传统、发挥优势，亲密
合作、携手奋进，不断开创我市农工党各
项工作新局面，为建设生态型国际化世界
级旅游目的地城市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农工党安徽省委副主委、合肥市政
协副主席、农工党合肥市委主委戴夫代
表农工党安徽省委对大会召开表示祝
贺。戴夫希望农工党黄山市委不断加强
思想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履职能力建

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紧扣市委市政
府中心工作和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重点
难点问题，积极履职尽责，切实发挥作
用，为实现我省“十四五”经济社会发展
目标任务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健玲，副市
长程红，市政协副主席徐玉宝等到会祝
贺。开幕式上，市政协副主席、民进黄山
市委主委万国庆代表黄山市各民主党
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致贺词。

全市近百名农工党员代表参加会
议。会议听取并审议农工党黄山市第六
届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农工党黄
山市第七届委员会和出席农工党安徽省
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代表，审议并通过了
大会决议。毕普民当选农工党黄山市第
七届委员会主任委员。

·汪 悦·

中国农工民主党黄山市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

贯彻落实市第七次党代会精神见行动

屯溪区冲刺“全年红”

金秋时节，黄山大地翻涌起丰收
的喜悦。那莫失莫忘的“山海之约”，
不断迸发汩汩生机，分外动人。

为深切缅怀陶行知对教育事业作
出的杰出贡献，重温和弘扬陶行知教
育思想，更好推动教书育人、立德树
人，让徽州教育在新时代再放异彩，10
月 17 日，我市举行陶行知诞辰 130 周
年纪念会。

黄山和徽州是黄山市当之无愧的
顶流 IP，是奋力崛起赶超的两大“王
炸”。陶行知为黄山与上海间“不竭的
乡情”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如何借

“山海情”的东风，用新的表达打开黄
山刷新黄山？

围绕“创意黄山”，我市举行纪念
会、首发《陶行知与徽州》、公演大型
原创黄梅戏《陶行知》、开展“山海之
约行知路”采风等一系列活动，持续
放大陶行知这个文化 IP 的价值与效
应。

新 的 火 花 总 是 在 开 放 合 作 中 迸
发。黄山市委宣传部联合新民晚报
社、上海市宝山区委宣传部共同举办

“山海之约行知路”主题活动，新民晚
报社、上海宝山区融媒体中心、黄山日
报社、黄山广电台一行赴陶行知私塾
纪念馆、陶行知纪念馆、行知小学等处
采风，实地感知陶行知的成长历程。

同时，在纪念会上，新民晚报社时政新
闻中心、上海宝山区融媒体中心、黄山
日报社、黄山广电台签订长三角行知
红色研学联盟合作协议，畅想以“山海
之约”为平台，围绕陶行知这个文化
IP，聚焦行知研学产业，建立长三角行
知红色研学联盟，通过彼此紧密合作，
实现优势互补、项目共建、产业协作、
共同发展，助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四方将依托长三角行知红色研学联
盟，通过建立一个数据库、出版一本行
知书、打造一条红色研学线路、摄制一
部纪录片、召开一次研讨大会、完成一
个社科课题等方式，打响“研习行知文
化·传承红色精神”教育品牌，不断整
合长三角行知资源力量，推动红色文

化传承传播。
“新时代，陶行知教育思想依然不

断焕发新的生命力，如何传承弘扬，是
我 们 作 为 媒 体 人 ，一 直 在 思 考 的 课
题。”新民晚报社党委副书记、总编辑
马笑虹说，将以开展“山海之约行知
路”主题活动为契机，进一步加强与黄
山、与宝山的合作，以更高的站位、更
宽的视野、更活的表达，讲好行知故
事，传播中国文化。

黄山与上海关系深远、缘分源远
流长。

群山环抱中，东黄山知青小镇恬
静私密，这里曾演绎了“一万名知青、
十万亩大山”的动人篇章。上世纪 60
年代，万余名上海知青响应号召来到
茶林场，建起了一座上海风情小镇，海
派文化和徽文化在这里相融共生，沪
皖两地居民也渐渐建立起深厚的情
谊。

（下转第三版）

打造“山海之约”新典范
□ 本报记者 刘晨

盛世丰秋今又是，学苑硕果溢新
香。值此层林尽染、秋收满仓的美好
时节，以“新时代、新使命、新徽学”为
主题的第二届徽学学术大会在屯溪
开幕。

2019 年第一届徽学学术大会在
合肥成功举办，以开放包容的胸怀向
世界拉开了弘扬徽学的大幕，受到国
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赞扬和推
崇。思想火花在这里碰撞，真知灼见
在这里交流，智慧风暴在这里呈现，
形成了世之独有的“徽学之光”，产生

了量子裂变的“徽学效应”，汇聚了万
流归海的“徽学气场”。

第一届徽学学术大会后，海内外
学人不忘学术初心、乘胜前进，一大
批新的学术成果相继问世。据不完
全统计，近两年来，出版各类学术著
作和徽州文化书籍达 30 余部，如封
越建主编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
研究所藏徽州文书类编》、王世华主
编的《徽学概论》、刘伯山主编的《徽
州文书》第七辑、黄山市社科联编纂
的《徽州文物图录》等。作者囊括了

中国社科院、复旦大学、安徽大学、
安徽师范大学、上海财经大学、香港
浸会大学、安徽省徽学学会、黄山学
院、黄山市社科联等高校和社科机
构从事徽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创刊
40 多年的《徽州社会科学》全面改版
升级，研究内容包括徽商、徽州传统
社会治理、徽派建筑、土地赋役、教
育科举、新安理学、新安医学、徽州
方志、徽州文书、徽州民俗、宗族社
会、徽州艺术、遗产保护等。国家社
科基金项目 19 项，其中一般项目 14

项、青年项目 3 项、冷门绝学研究专
项 1项、重大项目 1项。

徽州是黄山市的前身，是黄山人
的精神家园。黄山是徽州文化的发
祥地，也是徽学的诞生地。以徽州文
化为核心的徽学涵盖经、史、哲、医、
科、艺等诸多领域，博大精深、自成体
系、异彩纷呈，是加快建设生态型国
际化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城市和新阶
段现代化美好安徽的宝贵文化资源，
也 是 中 国 走 向 世 界 的 独 特 文 化 品
牌。如今的“徽学”不仅是海内外学
术界可资利用的无穷宝藏，也是对当
下黄山、当下安徽乃至全国文化繁荣
和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的丰富资源，成为向世界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丰富世界文化多样性、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自信载
体。

（下转第三版）

黄山龙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位于黄山九龙低碳经济园区，是江苏龙骏环保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面向华北市场的生物基材料制品产业示范基地。该企业生产的可降解
购物袋、可降解食品袋等产品颇受市场青睐，目前已与 10 余家知名奶茶品牌开展合
作。9 月试生产以来已开设 10 条生产线，月产量达 250 吨，预计今年产值可达 2000 万
元。图为工人正在忙生产赶订单。 汪 悦/摄

乡村美 日子甜
本报讯 连日来，屯溪区贯彻落实

市第七次党代会精神，对照年初既定目
标任务，拉满弓、绷紧弦，鼓足干劲、奋勇
争先，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确保“十
四五”开好局起好步。

近日，笔者在位于黄山九龙低碳经
济园的黄山市金屹电源制造有限公司生
产车间看到，工人们正在车床上紧张有
序地操作着设备，赶制将要发往德国的
一批外贸订单。据了解，该公司是一家专
注于高、精、尖电源开发与应用领域的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公司董事长刘纯青告
诉记者，公司自落户屯溪以来，当地政府
一直比较关注，从各方面给予大力支持。

“当地政府不仅主动上门帮助我们
解决生产经营过程当中遇到的困难，还
给予了我们很多政策上的帮扶。”刘纯青
说，今年以来，由于市场产品需求量扩
大，订单已排到年底，当地政府从人力、
财力等各个方面给予很多的帮助，公司

的效益也大幅度提升。
“截至今年 9月，公司实现产值 3600

余万元，同比增长 160%，今年预计产值
可以达到 5500万元。”刘纯青信心十足。

在黄山中创精密制造项目建设现
场，挖掘机在工地上不停作业，几十名工
人在紧张施工。该公司是一家致力于设
计、生产、销售轴承及相关产品的企业，
拥有国际领先水平的精加工成套设备和
各 种 精 密 检 测 仪 器 ，全 自 动 水 平 超 过
90%。目前厂房建设正有条不紊地推进。

“目前主体钢架已经完成，正在进行
墙板的铺装和地面的浇筑。下一步新设
备将陆续进厂，完成调试，年底前可以正
式开始投入生产。”该公司董事长裴志伟
说。建设的如期推进，让裴志伟对企业
的前景信心满满。“明年我有信心完成年
产值 5000万元。”

据统计，今年 1-9 月，屯溪区 38 个
省亿元以上重大项目完成投资 31.9 亿
元，占年计划的 110.5%，提前完成全年
计划。36个市级重点项目完成投资 31.6
亿元，占年计划的 88.4%，超时序进度
13.4个百分点。 ·徐雅娜·

以行知之名
“山海之约”迎来新的盛放

浓浓“山海情”
在绵延中焕发新的生机

10 月 17 日，歙县武阳乡村民在古
色古香的文化长廊内放声高歌，歌唱
家乡新变化。

近年来，武阳乡按照“一路一风
景、一村一幅画”思路，着力打造乡村
微景观和小节点文化景观，乡村风貌
焕然一新。

郑宏 张小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