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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月 5日，2020年度长三角地区主
要领导座谈会在浙江湖州举行。上海市委书记
李强，上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龚正；江苏省委
书记娄勤俭，江苏省委副书记、省长吴政隆；浙
江省委书记车俊，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袁家
军；安徽省委书记李锦斌，安徽省委副书记、省
长李国英出席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
同志应邀出席会议。

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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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精神，认真落实全国
两会部署，以“战疫一盘棋、夺取双胜利”为主
题，全面分析新形势下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新要
求新使命，总结交流2019年“芜湖会议”以来一市
三省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的工作成
效，审定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2020年度工作计划
和重点合作事项清单，着重就落实“六稳”“六
保”、践行“两山”理念、深化应急协同、加强产业
链供应链协同等进行了深入讨论，研究部署了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共同推进的重大事项。

会前，与会领导一同观看学习了“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影像资料。大家一致认为，

“两山”理念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新发展理念的生动体现，揭示的是全新
的发展观、价值观、文明观、政绩观。要以“两
山”理念提出 15周年为新契机，以更高标准建
设绿色美丽长三角，同心协力把绿水青山护得
更美、把金山银山做得更大，让绿色成为长三角
发展最动人的色彩。

会议认为，今年以来，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
肺炎疫情，在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全国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了重大战略成果，
充分彰显了我国的制度优越性。长三角一市三
省坚持全国一盘棋，发挥一体化合作机制作用，
迅速筑起联防联控共同防线，搭起复工复产协
同平台，为全国大局作出了应有贡献。新形势
下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必须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新
发展理念，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
坚持龙头带动、各扬所长，聚焦重点区域、重点
领域、重大平台、重大项目，以一体化发展带动
高质量发展，建设全国发展强劲活跃增长极，高
水平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充分展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会议指出，要共同育新机开新局、更好服务
国家大局。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工作，共同做好“六稳”“六保”工作，奋力完成今
年发展目标任务，为全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多
作贡献。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共同培育长
三角大市场，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
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化危
为机中增强发展主动权。

会议指出，要共同优化和稳定产业链、供应
链。共同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和标志性产业
链，研究编制《数字长三角建设方案》，推进长三
角工业互联网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等国家级平台
建设，加快构建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

会议指出，要共同开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新境界。深化落实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
护措施，加快杭黄世界级自然生态和文化旅游
廊道建设，打造环太湖生态文化旅游圈。编制
实施长三角生态环境共同保护规划，完善协作
机制。

会议指出，要共同加强现代化基础设施建
设。协同推进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快打
造“轨道上的长三角”和世界级港口群、机场群；
加强重大能源项目合作；协同推进新型基础设
施建设，拓展“城市大脑”应用。

会议指出，要共同强化公共服务便利共
享。整体谋划、系统重塑、全面提升长三角一体
化公共卫生体系，深化大学大院大所合作。提
升区域社会治理统筹协调能力，推行矛盾纠纷
化解“最多跑一地”。

会议指出，要共同放大长三角生态绿色一
体化发展示范区引领效应。编制实施一体化示
范区和先行启动区国土空间规划，谋划推进淀
山湖世界级湖区、创新总部基地等标志性工程
建设，推动一体化制度创新。深入推进省际毗
邻区域协同发展，深化沪浙洋山区域开发合作，
在“一岭六县”省际毗邻区域共建长三角产业合
作区。

会议指出，要共同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
境。以“一网通办”“最多跑一次”改革为牵引，
深入推进长三角政务服务一体化。高标准建设
自贸区临港新片区和虹桥国际开放枢纽，推动
自贸试验区联动发展，打造全球数字贸易高地。

会议强调，要共同完善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推进机制。创新一体化发展理念，推动一市三
省拉长长板、贡献长板、提升价值，放大协同效
应。完善规划纲要实施机制，开展新一轮三年
行动计划研究编制工作。发挥长三角企业家联
盟作用，形成全社会共同助推一体化的强劲合
力。

6月 6日，在圆满完成座谈会各项议程后，
举行了成果发布会。长三角一市三省主要领导
分别作了讲话。车俊代表与会各方通报了会议
主要成果，袁家军主持。

李强指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坚强领导下，长三角一体化合作机制在这次
疫情大考中得到了拓展和提升，标志着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有了更为坚实的基础，一体化的理
念、“共同体”的意识已经深入人心。面向未来，
我们要更加自觉地以“共同体”的意识审视和推
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把这次疫情防控的好做
法进一步固化下来，把“共同体”的意识进一步
弘扬开来，把一体化发展的“硬核”打造得更加
强大、更有竞争力，强化分工合作、整体联动，各
扬所长、相互赋能，使长三角真正成为休戚与共
的区域共同体、发展共同体、命运共同体。

李强强调，长三角要在全国发展大局中发
挥更大作用，并不在于简单地做大经济总量规
模，而是要成为一个能够带动经济发展的引擎，
提升区域的核心功能，提升在世界经济格局中
的能级和水平。我们要更加自觉地以“强功能”
的思路服务和助力全国发展。在当前复杂严峻
的发展环境下，长三角要做强自身功能、担起使
命责任，最关键的就是要坚持面向全球，全面增
强集聚配置全球资源的能力；要强化创新突破
和高端引领，形成更多创新性的成果、关键性的
技术、引领性的产业，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占
据更有利的位置；要构建网络节点和战略通道，
共同构建枢纽型的大交通、综合性的大市场、开
放型的大平台、智能化的大设施，推动形成以国
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
新发展格局。上海将积极发挥龙头作用，主动
对接、搭好平台、做好服务，推动长三角实现更
高质量的一体化发展。

车俊说，当前，浙江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和全国两会重要讲话
精神，坚持以“八八战略”为统领，以“三个地”的

政治自觉和“重要窗口”的使命担当，努力在危
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奋力开创干在实
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新局面。建设“重要
窗口”是浙江新的光荣使命，也是长三角同心同
向的新前景，必须注重战略叠加、强化融合发
展。我们将突出人的现代化建窗口，以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导向，以一体化发展带动高
质量发展，携手创造现代文明生活。突出创新
第一动力、人才第一资源建窗口，建设高素质强
大人才队伍、打造高水平创新型省份，推进长三
角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合力打造长三角科创共
同体。突出改革开放建窗口，以长三角生态绿
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浙江自贸试验区建设为
抓手，合力探索一体化制度创新，扩大高水平开
放，增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突出协调共享建
窗口，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打
造扩大内需的强劲增长极，努力在解决发展不
平衡不充分问题上取得新突破。突出生态绿色
建窗口，以“两山”理念15周年为契机，深入推进
全域大花园建设，打开“两山”转化的广阔空间，
共建“美丽长三角”。突出治理现代化建窗口，以

“最多跑一次”改革为牵引，推行矛盾纠纷化解
“最多跑一地”，加强数字化智能化治理，在提升
长三角整体治理效能上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娄勤俭说，江苏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紧紧围绕一体化、高质
量、一盘棋要求，坚持服务和支持上海发挥龙头
作用，加强与浙皖协同，全力推动国家《规划纲
要》落实，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各方面合作水平不断提升。当前推动长三角一
体化，最迫切的是要加强工作协同，全面落实

“六稳”“六保”任务，共同推进完善内需体系、畅
通经济循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提高治理效
能、完善安全发展体制机制等工作，为全国“稳
中求进”发展大局提供支撑，为形成国内国际双
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提供引擎，为高质量
发展的区域经济战略布局提供动力，为构建高
效能现代化治理体系提供示范。接下来，江苏
要在上海龙头带动下，联手浙皖扎实做好一体
化发展各项工作，加强常态化疫情防控合作，确
保“可知可控、精准防控”；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创
新链协同，稳住经济发展基本盘，合力打好产业
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攻坚战；深入践行

“两山”理念，深化长江、太湖、淮河、大运河等流
域水环境联防联治，携手共建绿色美丽长三角；
共创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让老百姓感受更多
一体化便利；持续加强体制机制创新，深化生态
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共同推动长三角
一体化加快迈入更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李锦斌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坚强领导下，一市三省精诚合作、协同共进，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取得全方位、开创性突破。安徽围绕

“两地一区”战略定位，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
苏浙扬皖所长，科技创新策源地建设迈出了新
步伐，新兴产业聚集地建设取得了新进展，绿色
发展样板区建设呈现了新面貌，综合交通枢纽
建设实现了新突破，政务服务一体化建设得到
了新加强。在一体化的助力下，安徽经济社会
发展稳中有进、进中向好，经济总量朝着全国第
一方阵迈进。面对百年未有“大变局”和百年不
遇“大疫情”碰撞叠加，我们将认真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自觉践行“两
山”理念，坚持统筹“两手”导向，一体化高质量
做好“六稳”“六保”工作，奋力完成全年经济社
会发展目标任务；坚持绿色发展导向，一体化高
质量推进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协同建设宜居宜
业宜游美丽长三角；坚持科技创新导向，共同搭
建重大创新平台，一体化高质量推进长三角区
域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协同建设创新翅膀上
的长三角；坚持产业安全导向，一体化高质量稳
定产业链供应链，协同打造长三角世界级产业
集群；坚持人民至上导向，一体化高质量共建公
共应急卫生管理体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会议期间，长三角一市三省领导考察了南
太湖沿岸环境整治情况和太湖龙之梦项目、织
里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湖州丝绸小
镇。同时，还并行召开了长三角地区合作与发
展联席会议、党委政府秘书长座谈会、党委政府
政研室主任座谈会；集中签约了一批重大合作
事项，涉及产业合作、科技创新、生态环保、基础
设施等多个领域。

会议确定，2021年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
座谈会在江苏省召开。

（宗禾 安徽日报记者 吴林红）

李强娄勤俭车俊李锦斌龚正吴政隆袁家军李国英出席

2020年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在浙江湖州举行

长三角：战疫一盘棋 夺取双胜利

为提升退役军人就业质量，将“退役军人就业服务月活动”落到实处，近日，县退役
军人事务局携手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双凤经开区举办2020年“就业起航”退役
军人专场招聘会，近200名退役军人参加，现场达成就业意向30余人。

（融媒体记者 杨维礼 摄）

县水务局为认真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
度、全面推行河湖长制，积极动员全社会参与国
家节水行动，近日，积极争取上级水利部门和县
政府领导的支持，主动协调交通、城管、住建、市
政、公交集团等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和配合，招
标委托制作一批固定宣传栏，分别安装在罗集、
下塘、中医院、水家湖高铁站四处公交站台。这
四处宣传站台是水务局领导精心挑选的，设计理
念是与水有关的亮蓝色、与安全节能有关的全金
属多支撑的烤漆架构，简洁大方，生态环保，安全
牢固，既能为城乡居民等候公交遮风挡雨和座
休，也能让广大人民群众自觉接受最严格水资源
管理、河湖长制、节水知识及水法等法律法规的
宣传教育。

这种常年固定宣传阵地，将成为水务对外宣
传窗口和阵地，极大增强水利行业“强监管、补短
板”、“节水型社会创建”的宣传教育效果，这是县水
务局为民办实事，加强涉水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
宣传教育的又一创新举措。（通讯员 颜礼标）

县水务局节水宣传有新招

每当罗塘乡徐庙集市逢集日子，就能看
到张岗村脱贫户戴恒彪、李丽芬夫妇忙碌
的身影，夫妇俩是因病致贫贫困户，他们没
有因此放弃生活，他们用勤劳的双手开办
了小卖铺，种上了小甜瓜，开启了 脱贫大梦
想。

“小卖铺”开启脱贫新出路
2014年 11月，戴恒彪开始了小卖铺创

业之路。原先戴恒彪的亲戚在徐庙街上开
了一个生活用品的小卖铺，由于亲戚家缺
少人打理，就打算把小卖铺关了，但是店里
还有不少存货，亲戚就让戴恒彪在逢集的
时候帮忙将商品低价处理掉。戴恒彪灵机
一动，考虑到妻子身体状况也好转了，就寻
思着自己开间小卖铺，卖些生产生 活用品
补贴家用。

戴恒彪为了开小卖铺仔细“考察”了一
番，在村两委帮助下从小卖铺的选址、租金
到进货的渠道、品质、价格都经过精心的甄
选和考量。前期准备工作做好之后他就问
亲戚朋友借了2万余元，在徐庙街上租了间
便宜的房子，开起了主要经营锄头、砍刀、镰
刀、铲锹、盆、垃圾桶等农业生产和生活日用
品的小卖铺。

物美价廉的商品为戴恒彪的小卖铺赢

得良好的口碑，吸引了许多回头客。 考虑
到戴恒彪家的特殊情况，村两委把戴恒
彪的小卖铺确定为环境卫生整治工作工
具采购点，戴恒彪家的小卖铺在邻里乡
亲和村两委的支持和照顾下，每月收入大
概在2000元左右。

特色种植夯实脱贫基础
戴恒彪看妻子一个人也能把店经营好，

就决定自己腾出时间发展特色种植业。
村两委综合考虑戴恒彪的家庭情况，鼓

励他申报甜瓜产业，并找来村里的甜瓜种
植大户对戴恒彪进行技术指导。村两委为
帮助戴恒彪家的甜瓜高价顺利卖出，引导
戴恒彪与当地的合作社签订甜瓜订单销
售协议。第一年戴恒彪家的3亩甜瓜除去
成本就增收15000元。

每年甜瓜罢市之后，戴恒彪就在甜瓜地
里撒上小白菜的种子，定期施肥，也不花费太
多时间和精力，长大之后就直接放在小卖铺的
门口卖，戴恒彪家的白菜不打农药，在集市上也
很畅销，3亩白菜每年也能增收3000元左右。

如今，戴恒彪、李丽芬夫妇自力更生、勤
劳致富的道路上越走越踏实，日子越过越
红火。

（融媒体记者 杜刚 通讯员蒋艳玲）

“小卖铺”开启脱贫大梦想

遗失声明
合肥众信房地产营销管理有限公司长丰分公司营业

执照注册号：340121000045528正、副本遗失，声明作

废

合肥众信房地产营销管理有限公司鑫城世家分公

司营业执照注册号：340121000114718 正、副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21MA2NL6TY5B遗失，声明

作废

合肥众信房地产营销管理有限公司富华分公司营业

执照注册号：340121000047755正、副本遗失，声明作

废

合肥众信房地产营销管理有限公司水湖分公司营业

执照注册号：340121000047747正、副本遗失，声明作

废

陶贵杨（身份证号：340121195401013119）农村土地

承包经营权证（权证编号：340121102214090038J）遗

失，声明作废

李杨（身份证号：340121196912121036）农村土地承包

经营权证（权证编号：340121200214030040J）遗失，声

明作废

仇宝珍（身份证号：340121197208091069）农村土地承

包经营权证（权证编号：340121200214030041J）遗失，

声明作废

根据《合肥市公共租赁管理办法》（合政[2019]52号）、《合肥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实
施细则》（合房[2019]74号）等文件规定，现将长丰县2020年上半年廉租房租金补贴发放
人员情况予以公示，公示期5天。各有关人员对公示结果持有异议的，可以在公示发布
之日起5日内以书面形式向长丰县保障性安居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质疑，我办将
进行调查核实，逾期不再受理。经公示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申请家庭将作为住房保
障对象纳入保障范围，享受廉租房租金补贴发放政策。

长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联系电话：66699191

长丰县2020上半年廉租住房租金补贴发放人员名单公示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

1 李德贵 34012119******0403 27 仇多英 34012119******1344

2 杜学领 34012119******9132 28 孙友芳 34012119******0049

3 樊秀 34012119******8807 29 凡宗锦 34012119******9125

4 赵立先 34012119******9128 30 叶林 34012119******0045

5 徐作新 34012119******0057 31 闫兴武 34012119******006X

6 柏相和 34012119******0038 32 胡玲 34012119******9123

7 孙  辉 34012119******9111 33 巩胜东 34012119******0033

8 李霞 34012119******9168 34 陈士兵 34012119******915X

9 杨庆成 34012119******0030 35 蒋建国 34012119******0033

10 甄长久 34012119******9137 36 陶双云 34012119******0048

11 甄 超 34012119******0070 37 纪在珍 34012119******0041

12 张永陆 34012119******0013 38 周梦思 34012119******9127

13 胡德厚 34012119******0039 39 张李 34012119******0032

14 许辉 34012119******9143 40 杜学英 34012119******0049

15 钱久如 34012119******0385 41 水洪莲 34012119******9120

16 张志林 34012119******9119 42 金银 34012119******9119

17 李红兵 34012119******0013 43 戴恒丰 34012119******0433

18 阮国英 34012119******0409 44 高李明 34012119******0714

19 李庆平 34012119******0045 45 邵长战 34012119******9117

20 水维林 34012119******001X 46 叶强 34012119******0092

21 邬国伟 34012119******0031 47 杨积明 34012119******2533

22 周从英 34012119******0020 48 李维英 34012119******0026

23 彭圣军 34012119******0034 49 杨晓燕 34012119******1000

24 邵长平 34012119******9118 50 裴德水 34012119******9110

25 代红 34012119******0029 51 程永艳 34012119******0021

26 金宗华 34012119******9125 52 卢犇 34012119******0010

声明作废
因本人提供信息有误，现声明对孙鹏的出生医学

证明编号：C340316678，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