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服务业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
头连着经济发展。“我们这次专题
协商是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部署
要求，对已经出台的加快服务业发
展规划、政策落实情况进行全面督
促检查，督促各地、各部门强化落
实，及时协调解决服务业运行中出
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努力营造更
加优越的服务业发展环境。”近
日，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召开“补齐
我区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
短板”工作座谈会，牵头组织会议
的自治区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周耀
亭开宗明义。

“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
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推动生活性服

务业向高品质和多样化升级，大力
发展商务服务业和旅游、文化、体
育、健康、养老等‘幸福产业’。”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金豹发
言时提出“四个推动”，为服务业
发展“支招”。

提起生活性服务业不得不说说
“房子”。“住房话题太重要了，房
地产市场、物业服务市场、棚户区
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公租
房、政策性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
房……这些都是群众关心的事，

‘十四五’有什么规划吗？”自治区
政协委员洪冬梅说。

“继续坚持‘房子是用来住
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突出

住房的民生属性，落实房地产调控
城市主体责任，促进房地产市场平
稳健康发展。规范物业服务市场各
方主体行为，营造公平合理、竞争
有序的市场环境，建立物业服务行
业发展动态监测和监管体系。”自治
区住建厅房地产市场监管处副处长
雷振华回应道。

“自治区交通运输物流业还存在
不少矛盾和问题。现代物流业作为新
型复合型产业，缺乏整体协调机制，
未能形成合力；综合交通网络建设滞
后，物流通道制约明显；企业规模
小，组织分散低效，创新驱动的内生
机制还没有建立；公共信息系统不健
全等。”自治区政协常委杨永胜直指

交通运输物流业现状。
“‘十四五’时期，我们将着

力稳定交通运输投资，推进交通强
国建设试点项目高质量启动，加快
自治区物流通道配套公路项目建设
进度，推进国家物流枢纽节点建
设，积极扶持节点物流园区和基础
设施服务体系建设，积极推广先进
运输组织模式，继续推进农村物
流。”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二级巡视员
张旺晓回答了改善之策。

“市场监督管理局长期以来检测
的指标和得出的数据在实际中如何运
用？接下来要怎么做？”出席会议的
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马学军提出。

（下转2版）

高端延伸 品质升级
——内蒙古政协建言补齐服务业短板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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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花台上祭英烈，读书群中谈心得，调
研现场学党史……3月2日召开党史学习教
育动员会以来，江苏省政协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重要
讲话精神，按照中央部署和省委安排，紧密
结合实际，创新方式方法，推动学习教育取
得实效。

红色圣地学党史 传承革命先烈精神

雨后的雨花台烈士陵园庄严肃穆，近十
万革命烈士和爱国志士殉难于此，其中留下
姓名的烈士有1519名。2014年，习近平总
书记视察江苏时指出，他们的事迹展示了共
产党人的崇高理想信念、高尚道德情操、为

民牺牲的大无畏精神。
4月7日，江苏省政协党组在雨花台瞻

仰革命先烈，重温入党誓词，并召开党组理
论学习中心组会议，现场交流学习感受。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每次到雨花台
都是一次精神洗礼，每次重温都会带来新
的感悟。”江苏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黄莉
新说。

黄莉新多年来一直高度重视雨花台发
展。在任江苏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期
间，她主持召开了全国性“雨花英烈精神研
讨会”，提出“在建党百年之际，把雨花台
建设成为全国一流红色纪念圣地，全国有影
响力的爱国主义基地和党性教育基地”的奋
斗目标，并在雨花台增挂了省级干部学院

“雨花台干部学院”牌子。
“我们要学习雨花英烈信仰至上的价值

追求，把牢坚持党的领导的政治方向，在
坚定理想信念、感悟思想伟力上开辟新境
界；要学习雨花英烈对党忠诚的宝贵品
格，锚定‘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
列’的前进航向，在服务‘十四五’开好
局、起好步上作出新贡献；要学习雨花英
烈舍身为民的赤诚情怀，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价值取向，在践行为民宗旨办好民生
实事上展现新作为；要学习雨花英烈矢志
兴邦的奉献精神，弘扬真抓实干奋发有为
的鲜明导向，在新的起点上不断开创政协
工作新局面。”黄莉新表示。

雨花英烈平均年龄不到30岁。这对今
天的青年有何启示？江苏省政协党组成员、
南京大学党委书记胡金波表示，不久前刚主
持南京大学“升国旗、跟党走、学党史、强
奋斗”庆祝建党100周年升旗仪式。这是南
京大学学生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南京大学围绕教师教学、榜样领学、
学生践学重点展开学生党史学习教育。充分

发挥教师教书育人作用，充分调动先进模范榜
样领学作用，充分发挥实践育人的自主践学作
用，引导学生在学思践行中感悟百年党史的力
量。学生党史学习热情高涨、成效显著。”胡
金波介绍说。

不仅在雨花台。江苏省政协还举行党组理
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暨第二十三期江苏政协讲
坛，邀请党史学习教育省委宣讲团成员、省委
党校常务副校长桑学成作“中国共产党的奋斗
历程与历史贡献——解码中国共产党为什么

‘能’”专题辅导报告。讲坛采取电视电话会
议形式举行，在省政协设主会场、在区市政协
设分会场。全省政协系统和广大政协委员共学
一堂课。

读书群里学党史 学以致用促传播

现场教育紧锣密鼓，线上学习也如火如
荼。3月19日，江苏省政协在省政协网站和
掌上履职 App建立学习中共百年党史读书
群。全体委员都加入了该读书群。

（下转2版）

雨 花 台 前 再 出 发
——江苏省政协党史学习教育记

本报记者 江迪

初春以来，军队党史学习教育扎
实起步、有序展开，从军委机关到基
层连队，以团级以上领导干部为重
点，面向全体官兵开展，党委带头学
习、主官动员辅导、官兵积极参与，
一堂堂授课深入透彻、一场场讨论凝
聚思想、一次次瞻仰触动灵魂……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在全军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的通知》，全军坚持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
别是习近平强军思想铸魂育人，坚决贯
彻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决策部
署，把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作为重大政治
任务，强化政治责任，扭住重点发力，
迅速掀起党史学习教育热潮。广大官兵
追寻历史根脉、感悟初心使命，围绕学

懂弄通做实党的创新理论，以学习党史
为重点，贯通学习新中国史、改革开放
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和我军历史，学史
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
行，听党指挥、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进
一步凝聚。

（据新华社电，详见人民政协网）

党的光辉历史照亮强军征程
——写在军队党史学习教育全面展开之际

4 月 18 日是第四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倒计
时200天的日子。报名签
约面积超过了规划面积的
70%、再次跑出“加速度”，
进博“朋友圈”不断扩大、
纽带更加紧密，“进博效
应”助力更多明星展品进
入千家万户，帮助企业分
享中国市场机遇，来听听
企业的“进博故事”。

■ 签约面积超70%

在 18日举行的第四
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
幕倒计时200天宣介活动
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
副局长孙成海介绍，第四
届进博会的规划展览总面
积为36万平方米，目前报
名签约的面积已经超过了
规划面积的70%，筹办工
作稳步推进，成效良好。

招展速度喜人，是全
球企业对进博会“用脚投
票”选择的结果。在当天，
数十家来自全球的经贸机
构以及企业集体签约参加
第四届进博会。

“第一届和第二届进
博会，我们是参观者。第
三届进博会，我们是参与
者。从现在开始我们将是
进博会的长期伙伴。”世
邦魏理仕中国区总裁李凌
说，这些年来，企业与进
博会的联系不断加深，第
三届进博会首次参展后充
分感受到了进博会带来的
魅力，达成近20项合作
和意向签约，这一次，世
邦魏理仕与进博会签订了
参展接下来三届进博会的

“未来之约”。
“进博会为国际企业

提供了一个向世界展示最
新产品和技术的广阔平
台。中国有效的疫情防控工作和面向外资持续扩大的市场
准入政策，使得中国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领军者并为世界
带来了市场机遇。”倍耐力亚太区CEO朱利亚诺·梅纳西
说，倍耐力将中国市场视为未来五年的增长支柱之一，在第
四届进博会的参展面积将较首次参展扩大一倍。

■ 朋友“扩圈”超精彩

老朋友带新，新面孔亮相，进博会的“朋友圈”越来越精
彩，通过参展商联盟这一平台，进博会正在构筑出独特的

“进博纽带”。
成立智慧出行及新能源、集成电路、农产品等13个专

委会；在重点领域发出“进博声音”，原有的日化消费品专委
会、乳业专委会等不断举行行业研讨活动，增强行业内企业
对中国机遇的了解度……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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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孙金诚）4月 12日
至1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
革中央主席万鄂湘率民革中央调研组，
就“加快绿色发展，保障农产品质量安
全”主题赴山东调研。

调研期间，调研组与山东省发展改
革委、省农业农村厅、省市场监管局、省
科技厅、省自然资源厅有关负责同志及
有关专家、企业家代表进行座谈，分析面
临问题，提出意见建议。

万鄂湘表示，农业绿色发展是农业
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是新发展理念
在农业农村领域的具体体现。要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
重要论述，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特别是
绿色转型发展。农产品质量安全关系到
千家万户，要继续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增
效，大力推广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等
新技术，发展有机农产品和地理标志农
产品，提高农产品的安全性和可追溯性，
提升监督管理的有效性。进一步完善农
产品质量安全法、食品安全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为我国农业绿色发展和农产品
质量安全提供强有力的法治保障。民革
中央将力争形成高质量的调研成果，为
加快推进农业绿色发展，（下转2版）

围绕“加快绿色发展，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

万鄂湘率民革中央调研组赴鲁调研

本报讯 （记者 刘彤） 4月 14日
至16日，全国政协副主席万钢率全国
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调研组，围绕“在
重大领域加快启动新的国家科技重大专
项”赴湖南省长沙市、株洲市开展专题
调研。

万钢肯定了湖南省在组织重大专项
方面作出的突出贡献，特别是以长株潭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为核心的科技创新
基地建设成效显著。他指出，习近平总
书记去年考察湖南时作出了打造“三个
高地”、践行“四新”使命等重要指
示，为做好湖南工作指明了方向。

万钢强调，设立和实施国家科技重
大专项是对新型举国体制的有益探索。
要培养创新思维，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
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深刻理解“四个
面向”总体要求，把科技资源进一步聚焦
到重点领域，依靠科技创新打造更加安
全稳定的产业链供应链，确保国内大循
环畅通，塑造在国际循环中的新优势。
要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产业化融
通发展，精心实施一批科技攻关项目，加
快攻克一批标志性核心技术，为实现高
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支撑。

（下转2版）

就“在重大领域加快启动新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万 钢 率 调 研 组 赴 湘 调 研

本报讯 （记者 孙金诚） 4月 12
日-18日，全国政协副主席何维率全国
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调研组，就

“发展银发经济”赴浙江省和江西省开
展调研。

调研期间，调研组先后听取了浙江
省政府、江西省政府及相关部门情况介
绍，并在浙江省杭州市、嘉兴市，江西省
南昌市、九江市等地进行了实地调研。

何维充分肯定了浙江省和江西省积
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发展银发经济取得
的成效。他指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
龄化国家战略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中共中央总揽全局、审时度势作出的重
大战略部署。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国家战略，事关国家发展全局，事关百
姓福祉，对“十四五”和更长时期我国
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大和深远
的意义。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
围绕“发展银发经济”开展调研，也是
体现中国共产党宗旨的资政建言工作。

何维强调，发展银发经济要深刻
领会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
略的重大意义，在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大背景下，考量推
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化发展；
要充分认识到应对人口老龄化是维护
国家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战略
问题，发展银发经济是积极应对人口
老龄化的重要举措；（下转2版）

围绕“发展银发经济”

何 维 率 调 研 组 赴 浙 赣 调 研

◀ 4月 18日，施工人员在杭绍台铁路上进行接触网
导线架设作业。

当日，由中国中铁电气化局参建的杭绍台铁路在浙江
天台县开始架设第一条接触网导线，标志着杭绍台铁路电
气化工程进入核心技术施工阶段。据了解，杭绍台铁路全
部接触网导线架设及调整施工计划于7月底完成。

杭绍台铁路是我国首条民营资本控股的高速铁路项
目。该线路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和台州三地，线路设计时
速350公里。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 摄
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开始架线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开始架线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学党史 悟思想 聚共识 促履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