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向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致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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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华 社 北 京 11 月 7 日 电
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 11 月 7
日在浙江乌镇开幕。国家主席
习近平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正
在经历一场更大范围、更深层次
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互联
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
息技术不断取得突破，数字经济
蓬勃发展，各国利益更加紧密相
连。为世界经济发展增添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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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人才广聚的实际出发，创新党建工
作思路和模式，为楼宇内各种所有制企
业的基层党组织和党员提供学习指导、
管理服务、活动平台的做法。习近平指
出，党建工作的难点在基层，亮点也在
基层。随着经济成分和就业方式越来
越多样化，在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
就业的党员越来越多，要做好其中的党
员教育管理工作，引导他们积极发挥作
用。基层党建既要发扬优良传统，又要
与时俱进，不断适应新形势，拓宽基层
党建的领域，做到党员工作生活在哪
里、党组织就覆盖到哪里，让党员无论
在哪里都能找到组织找到家。希望上
海在加强基层党建工作上继续探索、走
在前头。我们在有党员的各类企业里
建立党组织，目的是为企业的党员提供
管理和服务，团结凝聚员工遵纪守法，
遵守企业规章制度，发挥党员先锋模范

作用。这也有利于企业加强管理，有利
于推动企业健康发展。
随后，习近平来到 119 层观光厅，
俯瞰上海城市风貌。东方明珠、环球金
融中心、金茂大厦、杨浦大桥、世博园区
……一处处经典建筑铺展成一幅壮美
长卷。大厅内，一幅幅照片今昔对比，
生动展示上海百年沧桑巨变。习近平
不时驻足观看，同大家交流，回顾上海
城市发展历程。他表示，改革开放以
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上海
就是一个生动例证。上海是我国最大
的经济中心城市和长三角地区合作交
流的龙头，要不断提高城市核心竞争力
和国际竞争力。要发扬“海纳百川、追
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上海城
市精神，立足上海实际，借鉴世界大城
市发展经验，着力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际大都市。
（下转第二版）

90 后记者的心里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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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区三期污水处理厂

年底通水调试

咸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三问

③

谁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没有旁观者，
没有局外人，没有过路客，个个都是共
建者，
人人都是共享者。
面对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这项综合

本报上海 11 月 7 日电 记者陈新、通讯
员皮江星报道：7 日，中国中部· 通城县国际商
贸城招商推介会在上海虹桥金古源豪生大酒
店举行。商务部市场体系建设司、省商务厅、
市政府领导及通城县企业、商会、国际友人代
表 200 多人参加。
在现场招商推介会上，通城县政府分别
与浙江客商签订中国· 通城万雅国际商贸城
项目，与北京客商签订一号码头特色商业步
行街项目，总投资 45 亿。
在进口商品采购签约仪式上，湖北平安
电工材料有限公司与尼日利亚、马达加斯加
等签订商品采购合同，万雅集团与德国、乌克
兰、土耳其等签订商品采购合同，进口商品采
购签约共 13 个订单。
“通城是三省通衢的通达之城，楚风瑶韵
的生态之城，乘势待飞的兴业之城，互利共赢
的崇商之城。”县委书记熊亚平在推介会上热
情洋溢地介绍，2 条高速、2 条国道纵横全境，
京九高铁、京广铁路依境而过，2 小时交通圈
覆盖长江“中三角”的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
市群、环鄱阳湖生态城市群，诚待各方客商前
来投资兴业，互利共赢。
国际商贸城招商推介会，是通城组团抢
滩上海进博会的系列活动之一。
11 月 5 至 10 日，中国首届进口博览会在
上海举行。2 日起，通城先后三批次组织企业
代表、各地商会代表、党政领导共 100 多人赴
上海，举办进出口贸易招商、巡馆观摩、万雅
采购签约等 10 多项活动。
进博会期间，
通城与加拿大卡灵顿市达成
缔结友好县市意向，与比中经贸委员会、与德
国巴伐利亚啤酒商代表洽谈项目投资事宜。
通城还与上海国际集团、陆家嘴集团、国
和投资集团高层洽谈，就中药产业园、美丽乡
村项目建设达成意向协议。考察上海恩竖电
子、携程网总部、亚细亚陶瓷总部以及苏州、
无锡等地企业集团。
副县长、县进博办负责人胡中雄介绍，7 月份以来，通城精心谋
划组团参加进博会，精准对接省市商务部门，精细筹备系列活动，精
心打造国际商贸城品牌，
借助进博会平台发展外向型经济。
据悉，
通城是湖北省唯一一个组织参会的县级交易分团，
参会规
模居全国县级团第一，县委书记熊亚平应邀参加进博会平行论坛。

、

市政协五届八次常委会召开

6 日，咸宁高新区三期污水处理厂
正抓紧建设。
该污水处理厂占地面积 170 亩，规
划设计日处理污水 15 万吨，尾水排放
达到国家一级 A 标准。据介绍，项目分
二期建设，其中一期投资 1.62 亿元，已
完成主要建筑物主体工程及设备安
装，预计年底建成通水调试。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袁灿
通讯员 李朝阳 李炯 摄

千斤重担众人挑，众人能移万座

湖北唯一 全国最大规模县级交易分团

位于陆家嘴的上海中心大厦建筑
总高度 632 米，是已建成的中国第一、
世界第二高楼，是上海的一座标志性建
筑。2007 年，习近平在上海工作期间，
十分重视上海中心大厦建设，多次到陆
家嘴地区实地调研，亲自研究陆家嘴地
区规划，亲自审定上海中心大厦设计方
案，推动相关工作，要求把上海中心大
厦建设成为绿色、智慧、人文的国际一
流精品工程。大厦 22 层的陆家嘴金融
城党建服务中心，是陆家嘴金融贸易区
综合党委建立的楼宇党建阵地。6 日
上午，习近平来到这里，详细了解中心
开展党建工作等情况。在党建服务中
心的空中花园研讨交流区，3 家企业党
支部正在联合开展“我与金融城共成
长”主题党日活动，习近平来到他们中
间，同他们亲切交谈。习近平充分肯定
上海从陆家嘴金融城产业集聚、企业汇

通城组团抢滩进博会

坚定改革开放再出发信心和决心
加快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

山。

为动力、以共赢为目标，走出一
条互信共治之路，让网络空间命
运共同体更具生机活力。
习近平指出，本届世界互联
网大会以“创造互信共治的数字
世界——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
运共同体”为主题。希望大家集
思广益、增进共识，共同推动全
球数字化发展，构建可持续的数
字世界，让互联网发展成果更好
造福世界各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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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

新华社上海 11 月 7 日电 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近日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坚持以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
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定改革
开放再出发的信心和决心，坚持稳中求
进工作总基调，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打好三大攻坚
战，加快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
更好为全国改革发展大局服务。
11 月 6 日至 7 日，习近平在出席首
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和相关活
动后，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上海市委
书记李强和市长应勇陪同下，深入上海
的企业、社区、城市运行综合管理中心、
高新科技园区，就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精神和当前经济形势、
推进科技创新、
加
强城市管理和社区治理进行调研。

能 ，迫 切 需 要 我 们 加 快 数 字 经
济 发 展 ，推 动 全 球 互 联 网 治 理
体系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
迈进。
习近平强调，世界各国虽然
国 情 不 同 、互 联 网 发 展 阶 段 不
同、面临的现实挑战不同，但推
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愿望相同、应
对网络安全挑战的利益相同、加
强网络空间治理的需求相同。
各国应该深化务实合作，以共进

朱哲

系统工程，必须强化责任落实，锻造过
硬作风，
凝聚最强力量。
唯有上下同心、合力攻坚，持续发
力、久久为功，倾力支持、保障到位，才
能形成众志成城抓创建的强大合力。
关键看行动，根本在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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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上下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
想，既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又密切配
合，协调作战——
市创建领导小组及办公室要马上
行动起来，抽调精干人员，强化投入保
障，让机构高效运转起来，加强指挥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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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抓好统筹协调，全面掌握进展情况，
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
谁主管、谁负责，谁丢分、谁受责。
各级各部门要对照测评体系指标，既找
差补缺、补齐短板，也拔高标杆、追求卓
越，尽快建立任务清单、责任清单、措施
清单、时限清单，做到责任全覆盖、管理
无漏洞、创建无死角。
关键少数的作用要突出。各级各
部门党政主要领导要切实担负起
“第一
责任人”的责任，以上率下、以身作则，
既要挂帅，又要出征，做到重要工作亲
自部署、重点环节亲自协调、重点事项
亲自督办。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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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饶红斌报道：
委员及政协机关工作者要提升
政协咸宁市第五届委员会常务
现代化履职能力，坚持围绕中
委员会第八次会议 11 月 7 日在
心、服务大局，积极建言献策，充
温泉召开。市政协主席曾国平
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积极
主持会议并讲话。
性；要密切关注社会动态，深入
听取基层群众的愿望呼声，
广泛
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程良
胜在会上通报了我市党风廉政
收集基层群众的首创智慧，
力所
建设工作情况；
市中级人民法院
能及帮助解决实际困难；
要充分
院长倪贵武、市人民检察院检察
发挥联系广泛优势，积极服务
长罗堂庆分别在会上通报了市 “三抓一优”
，为咸宁产业招商工
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工
作献计出力，为咸宁高质量发展
作情况；
会议听取了市扶贫办关
作出政协贡献。
市政协副主席熊登赞、郑
于我市精准扶贫工作情况通报，
凌、周辉庭、尤晋、冯春，秘书长
协商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
曾国平要求，全市广大政协
游强进参加会议。

经济普查摸清发展家底
大国体检把脉时代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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