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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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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
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
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意见》、
《关于深化院士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
《关于全面加强资源节约工作的意见》、
《关于深化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

市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进一步
深化改革促进乡村医疗卫生体系健康
发展的意见》。

习近平在主持会议时强调，要发挥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
事的显著优势，强化党和国家对重大科
技创新的领导，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
用，围绕国家战略需求，优化配置创新
资源，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大幅提
升科技攻关体系化能力，在若干重要领

域形成竞争优势、赢得战略主动。要以
完善制度、解决突出问题为重点，提高
院士遴选质量，更好发挥院士作用，让
院士称号进一步回归荣誉性、学术性。
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
持把节约资源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
过程、各领域，推进资源总量管理、科学
配置、全面节约、循环利用，提高能源、
水、粮食、土地、矿产、原材料等资源利
用效率，加快资源利用方式根本转变。

要深化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
试点工作，严格条件、规范程序，探索解
决改革中的深层次问题。要健全适应
乡村特点、优质高效的乡村医疗卫生体
系，让广大农民群众能够就近获得更加
公平可及、系统连续的医疗卫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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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转第三版）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强调

健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 全面加强资源节约工作
李克强王沪宁韩正出席

本报讯（记者 邓婷婷）9月6日，全
省乡村产业发展工作推进会在我市召
开。副省长张曙光主持会议并讲话。省
政府副秘书长江洪、省农业农村厅厅长
卢仕仁、市领导夏迎锋参加相关活动。

张曙光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全省乡
村产业发展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其中，
马鞍山市立足自身区位优势、资源禀赋
和产业基础，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为主线，以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为路
径，发展特色高效农业，延伸产业链条，
培育新型业态，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为推
进全省乡村产业发展贡献了力量。

张曙光强调，乡村产业发展是乡村振
兴的重中之重。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提
高认识，坚持以“两强一增”为引领，按照

“五化”发展路径，聚焦保供给、保增效、保
增收，延伸乡村产业增值链条，促进一二

三产融合发展，逐步树立质量品牌意识，
拓展乡村产业发展空间。要加快构建乡
村产业生态圈，紧扣长三角绿色食品生产
加工供应基地建设，立足产业规划、自身
优势，推进全产业链建设，健全产业支撑
体系，持续优化产业生态。要着力培育乡
村产业发展主力军，坚持招大引强、挖潜
培育、创新发展、平台思维，培育一批行业
排头兵，树立行业品牌标杆，带动产业规

模发展。要创新完善乡村产业发展手法
步法打法，联合作战、打响品牌、创新平
台、健全机制，推动各项工作任务落地落
实，推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

当天上午，与会人员先后前往欧
力、馥海、仙乐健康、蒙牛乳业等食品企
业实地考察。会上，马鞍山作为市、县
代表围绕“坚持强园强企‘双轮驱动’
加快发展乡村产业”作了交流发言。

全省乡村产业发展工作推进会在我市召开
张曙光主持会议并讲话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
争，是党的建设的重大任务。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制定执行
中央八项规定切入整饬作风，以
雷霆万钧之势推进反腐败斗争，
激荡清风正气、凝聚党心民心，为
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提供了坚
强保障。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问题5434起，批评教育帮助和
处理8185人……”

2022年8月，中央纪委国家监
委公布了上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情况，这已是
该数据连续第107个月公布。

八项规定，深刻改变中国。
2012 年 12 月 4 日，习近平

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审
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
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

（下转第三版）

激荡清风正气 凝聚党心民心
——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述评

◇9月6日，马鞍山经开区蓝黛科技新能源汽车
高精密传动齿轮生产制造项目签约仪式举行。市领
导张岳峰、袁方、黄化锋、方文，蓝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朱堂福、总经理朱俊翰，重庆顺博铝合金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真见，重庆瑞通精工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李树强出席。

◇9月6日下午，全省双拥模范城(县)命名暨双拥
模范单位和个人表彰大会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
市长袁方在省主会场参加会议，并作为双拥模范城代表
上台领奖。市领导范奇、尹宗应、秦俊峰、卓龙华，市政
府秘书长汪强在马鞍山市分会场参加。

■标题新闻

本报讯（记者 季晨辰）9月6日
上午，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钱沙泉赴
马鞍山经开区调研格力(马鞍山)智
能产业园项目。市人大常委会秘书
长周加华、市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
陪同。

钱沙泉来到项目一期一标段施
工现场实地查看建设情况，在项目
部会议室听取汇报，仔细询问工程
进展、存在问题和工期安排等，面对
面开展座谈交流。

钱沙泉强调，格力（马鞍山）智能

产业园是我市重大项目之一，相关部
门要全力推进建设进度，抢抓当前晴
好有利施工天气，紧扣时间节点，科
学组织施工，抓紧把工期向前赶。
要增强项目服务意识，加快协调推
进园区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建设，
尽快实现道路建成通车，为项目施
工创造良好条件。要持续抓好安全
环保，树立环保意识，优化建设工
序，加强工程现场管理、文明施工与
环境保护，极力保障项目顺利施工、
尽早竣工、投产见效。

市人大常委会调研格力（马鞍山）智能产业园项目
钱沙泉带队

本报讯（记者 柴胜松 通讯员
黄宏晓 张海宁） 9月4日下午，马
鞍山综保区区内企业洪富电子的一
车货物由深圳皇岗口岸入境，运输
货物的货车驶入马鞍山综保区后，
驾驶员王师傅按照企业发送的车辆
引导地图，很快就把车开到了企业
卸货区。这标志着马鞍山综保区

“入区e路通”车辆引导系统成功上
线运行。

今年5月，马鞍山综保区实行
“无感验放通关”新模式，通过信息
化手段，实现了车辆自动抬杆出入
区，全程无人员接触进出综保区。
新模式实行后，货车平均通关时效
大大提高。在此基础上，马鞍山综
保区积极对接马鞍山海关，开发了

“入区e路通”车辆引导系统，企业报
关后，可发送一条短信通知承接货
运的驾驶员，一图告知驾驶员所有
流程事项，驾驶员通过“马鞍山综合
保税区直通车”公众号相关功能可
查看综保区地理位置、入区流程、查
验注意事项、区内企业具体位置、车
辆停靠位置等信息，进一步提高了
工作效率。

马鞍山综保区管委会持续与
马鞍山海关进行沟通，在双方共同

努力下，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已在
马鞍山综保区复制推广“一次备
案，多次使用”“仓储货物按状态分
类监管”“海关特殊监管区域间保
税货物流转监管模式”“海关特殊
监管区域‘四自一简’监管创新”

“先出区、后报关”以及“无感验放
新模式”“外发加工新模式”“港区
联动监管一体化新模式”等，深入
推进简政放权，缩短通关时效，提
升贸易便利化水平。马鞍山综保
区还建设了一条查验系统及配套
设施，专用于跨境电商出口业务，
满足跨境电商零售出口（9610）业
务以及跨境B2B（9710）业务开展，
通过共用海关办公、技术用房等场
所，节省运营成本，提高海关监管
效率，进一步加强与长三角区域跨
境电商业务的合作。今年1-7月，
马鞍山综保区完成进出口总值
58.03亿元。

接下来，马鞍山综保区将进一
步优化营商环境，提升信息化建设
及各类服务水平，为综保区内企业
的发展创造更加便利的条件。

“入区e路通”车辆引导系统上线

马鞍山综保区运用信息化手段提高通关效率

记者 邬刚 通讯员 陈晨

9月5日，记者走进安徽长江钢铁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钢铁），道
路整洁干净，花草树木随处可见，满眼
绿意盎然。长江钢铁能环部部长孙又
权告诉记者，近年来，企业通过技术改
造等一系列措施，用水效率逐年提升，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达98.3%，企业也
因此荣获“安徽省节水型企业”称号。

长江钢铁的节水实践只是我市工
业节水工作的一个缩影。近年来，我市
聚焦废水排放量大、改造条件相对成
熟、示范带动作用明显的钢铁、化工、造
纸等重点行业，积极推进工业节水及中
（废）水循环利用的技术改造。同时，引
导企业开展以工业节水及废水循环利
用为重点内容的绿色高质量转型升级
和循环化改造，鼓励高耗水企业加强废
污水深度处理和达标再利用，减少新水
取用量，提升水效。

以长江钢铁为例，该公司于2017
年建成一座处理规模为35000吨/天的
污水处理回用净化站，2018年建成一

座综合废水深度膜处理回用水站……
此外，该公司每年定期对节水设备、设
施进行维保和大修，不仅提高了工业用
水重复利用率，还节约了大量的水资源
成本支出。

在我市，像长江钢铁这样的企业还
有很多。市经信局节能和资源综合利
用科负责人介绍，我市加大产业结构调
整力度，积极培育壮大新材料、新能源、
节能环保、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符合
国家产业政策、低水耗、高效率、高附加
值的绿色产业。同时，积极推广应用节
水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坚决淘汰落
后的生产工艺和设备，引导和鼓励企业
采用先进节水型器具和设备。此外，在
钢铁、化工、造纸等高耗水行业积极开
展节水标杆企业创建工作，引导企业开
展省、市级节水型企业创建。截至目
前，我市共有省级节水型企业20家、市
级节水型企业28家。

安徽国星生物化学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国星生化”)是我市沿江化工企业
中的省级节水型企业，2022年企业换
发取水证，取水指标由原来的680万吨
减少至480万吨。

“用水指标的减少对我们来说是好
事，既能激发企业节能节水增效的积极

性，又可以省去一笔不小的费用，节约
水资源更是一种社会责任。”国星生化
项目管理部部长钱前告诉记者，企业始
终秉持减量和减污两手抓的节水方针，
通过加大技改力度，改善用水环节工
艺，淘汰落后设备。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我市众多能
源、化工等高耗水行业企业，在应用节
水型技术装备、实施用水精准计量和节
水技术改造上不吝投入，走向了精打细
算用好水资源、从严从细管好水资源的

绿色发展之路。
近期，我市印发了《马鞍山市城

市行业用水定额》，本标准定额值共
计 210 个。其中工业用水定额覆盖
67个工业行业，136种产品150个定
额值。市经信局相关人员介绍，下一
步，我市将进一步引导企业进行节水
技改，鼓励企业淘汰落后用水设备，
促进我市工业企业节约用水工作再
上新台阶，通过节能节水增效助力制
造业三年倍增。

工业节水增效 助力绿色制造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印
发《工业水效提升行动计划》，明确了

“十四五”期间进一步提升我国工业水
效的总体要求、主要目标、重要途径和
保障措施，不仅有利于改变我国工业用
水方式，提高工业用水效率，同时也为
推动工业绿色转型升级，促进工业绿色
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保障。

核心技术攻关是工业节水的关键，
也是工业行业用水效率提升的主要驱
动力。要通过技术改造，突出强化数字
赋能，持续优化工业水效结构，进一步
提升工业水效管理能力；要升级工业企

业数字化管理水平，促进数字化、信息
化与工业企业水系统深度耦合，实现对
工业水效快速、精准、智能化管控，不断
提升节水效率；要聚焦典型的节水工业
企业主体，通过“立标杆”“选领跑”“评
龙头”，推动工业园区、企业水效对标达
标，提升其自主性和积极性。

我市将以科技创新和关键节水技
术攻关作为引领，推动重点用水工业
行业水效提升，不断引导推进工业用
水结构性改善，为后续全面提升各工
业行业水效，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奠定
坚实的基础。

·短评·

改作风 办实事 优环境
惠企在行动

从日出到日落
俯瞰雨山“美”一处
——“非凡这十年 飞阅马鞍
山”第六站雨山区行动侧记

〉〉详见2版

雨山区航拍图。
记者 储灿林 唐焱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