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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国家主席习

近平和夫人彭丽媛 4 日晚在

上海举行宴会，欢迎出席首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各国

贵宾。

秋日的上海， 金桂飘香。

华灯初上，黄浦江畔，广厦耸

立，霓虹璀璨，一派开放繁荣

的景象。 6 时 25 分许，外方领

导人和夫人相继抵达上海国

际会议中心。热情洋溢的少年

儿童载歌载舞，热烈欢迎八方

宾朋。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各国

领导人夫妇亲切交流并合影

留念。

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

平和彭丽媛同贵宾们一同步

入宴会厅。

习近平发表致辞， 代表中

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各

国领导人和嘉宾的到来。 习近

平指出， 上海是中国最大经济

中心和改革开放前沿， 既见证

了近代以后中国开放合作的历

史进程， 也书写了中国改革开

放 40 年的生动篇章。 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是中国的， 更是

世界的。这不是一般性的展会，

是中国推进新一轮高水平对外

开放的重大决策， 是中国主动

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

相信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赋

予上海新的靓丽光彩。

习近平表示，明天，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将正式开幕。 未

来 6 天，来自五大洲的 172 个

国家、 地区和国际组织将向世

界展示发展成就和国家形象，

各国参展的 3600 多家企业也

将同中国境内外采购商充分对

接洽谈、共谋发展，各方嘉宾还

将围绕国际经贸和全球经济治

理重大问题开展研讨交流，进

行思想碰撞。 这将是一场令人

期待的盛会， 让各国朋友收获

丰硕成果。 相信在各方大力支

持和共同努力下， 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一定能够成为一场高

水平的国际性展会， 为深化国

际经贸合作、推进共建“一带

一路” 、 促进经济全球化搭建

新的平台， 为增进各国人民福

祉、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出积极贡献。

宴会在欢乐祥和的气氛中

进行。习近平同各国领导人亲切

交谈。 各国嘉宾畅叙友谊合作，

共同祝愿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圆满成功，祝愿各国携手共

同发展，世界更加和平繁荣。

丁薛祥、李强、杨洁篪、胡

春华、黄坤明、王毅、赵克志、何

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习近平和彭丽媛欢迎出席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各国贵宾

连日来，人民日报、新华社、

光明日报、 经济日报等中央主要

媒体，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年·

百城百县百企调研行” 专栏中对

贵阳市在发展大数据、 生态文明

建设等方面的情况进行了全方

位、多角度的报道，引起我市各界

的热烈反响。

企业、单位、部门相关人员纷

纷表示， 将一如既往地坚持 “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 战略，以大数

据为引领、大生态为支撑，真抓实

干，做好本职工作，为后发赶超增

添强劲动力， 不断提升人民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实现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爽爽的贵阳，演绎着从酸雨

之城到森林之城的靓丽蝶变。 ”

人民日报在报道中写到， 建设生

态文明城市，贵阳知绿、护绿、更

懂绿。

近年来，在“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 的理念指导下， 贵阳始

终坚持大生态发展战略， 不断擦

亮生态底色，释放生态红利，促进

民生持续改善。

市生态委相关工作人员表

示，贵阳将全力构建全过程、多层

级生态环境风险防范体系， 加快

推进产业生态化、 积极推进生态

产业化， 进一步打造绿色宜居家

园。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

为人民谋幸福的切实举措， 是实

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要

求。

经济日报在报道中指出：“作

为引领贵州省经济社会发展的

‘火车头’ ，贵阳市长期坚持以生

态文明建设带动城市可持续发

展，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探索出了

一条经济发展与生态改善双赢的

可持续发展路子， 绿水青山正变

成富民强市的‘金山银山’ 。 ”

绿色发展，产业选择是关键。

人民日报在报道中提到， 曾几何

时， 贵阳还在依靠承接发达地区

的产业转移。 2013 年起，贵阳把

大数据产业作为推动转型升级、

增强创新能力的战略性选择，打

响了一场抢占先机的“突围战” 。

大数据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

合， 为传统产业实现绿色发展插

上跨越发展的翅膀。 贵阳的多家

企业坚持走绿色变革的高质量发

展路成为报道提及的最有力例

证。

“‘互联网 + 医疗’ 是互联网

与传统医疗的一种全新模式，也

是大数据产业绿色发展的健康形

态。 作为贵阳本土孕育起来的大

数据企业， 公司能得到中央媒体

的关注非常不易， 公司也将化这

份关注为动力， 借助大数据努力

实现信息技术的创新和互联网 +

医疗的普及。 ” 贵阳朗玛信息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王健说，朗

玛信息将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

帮助更多的优质医疗资源下到基

层， 解决大多数基层患者看病难

的问题。

光明日报在报道中也指出，

贵阳以大数据推动现代农业提质

增效， 以大数据引领传统产业转

型升级， 以大数据助力服务行业

迅猛增长。

对此， 贵州兴达兴建材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倪文勇深有感

触：“兴达兴公司就是借助大数

据， 自主研发和建设了 ‘砼智

造———高性能混凝土信息化产业

平台’ ， 以数据连接传统混凝土

产业中的原材料企业、生产企业、

运输企业、施工企业等关键环节，

既优化了资源节约型产业结构、

形成产业绿色生态，又通过公开、

透明的数据营造公平、 健康的市

场竞争环境， 建立产业的绿色发

展生态。 ”

（下转 2 版）

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对贵州省

开展“回头看”工作动员会在贵阳召开

不断擦亮生态底色，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央媒报道贵阳“绿色新路” 在筑引起热烈反响

1978 年， 第一产业增加

值 1.44 亿元；2017 年， 第一

产业增加值 147.33 亿元。 改

革开放以来，我市以都市现代

农业为引领，深入推进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大农业产

业结构调整力度，加快城乡统

筹发展。

让农民不断分享改革成

果，这项改革才会得人心、见实

效。为此，我市积极推进一二三

产业深度融合， 调动现代农业

产业生产、流通、销售全要素，

加快推进农业全产业链发展；

全面推进农村全域旅游， 提升

农业产业链、价值链。 2017 年，

全市农产品加工总产值达 700

亿元以上， 农产品加工转化率

达 300%，农村三产收入达 120

亿元， 现代农业增加值占一产

增加值的比重提高到 36%。

1978 年至 2017 年———

贵阳一产增加值增长上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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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 月 1 日， 昆明

南宁贵阳三市政协主席联席会

议第三次会议在南宁举行，围绕

“发挥区域优势，助推南向通道

建设” ，共商三地合作发展的路

径举措，促进区域实现大开放大

发展。会议由南宁市政协主席杜

伟主持，南宁市委副书记、政法

委书记杨维超出席会议并致辞。

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保建率

我市代表团出席会议。

会上， 昆明市副市长王冰、

贵阳市副市长魏定梅、南宁市副

市长伍娟分别围绕大会主题进

行交流发言。将以共建南向通道

为契机，共同在推进基础设施互

联互通、开放平台建设、沿线产

业协同发展、加强战略协作和政

策对接等方面深化合作，探索符

合实际、具有特色的区域合作发

展新路径，促进三市经济社会协

调发展，造福三市人民。

王保建表示，会议以“发挥区

域优势，助推南向通道建设”为主

题， 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南向通道建设重要指示精神，

践行新发展理念， 主动参与中新

互联互通、深度融入“一带一路”

建设的生动实践和务实举措，通

过跨区域的协商沟通、交流合作，

必将推动南向通道沿线区域协调

联动、共赢发展，开创区域合作新

境界。 政协将继续发挥优势，围绕

党政中心给力助推， 争取南向通

道建设早见成效、惠及于民。

会议期间， 三市政协主席就

政协工作进行了深入交流。 王保

建介绍了贵阳市政协围绕中心大

局， 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

思想，以大学习为根本、大党建为

统揽、大调研为路径、大团结为目

标，不断强化政治引领、凝聚共识

合力、提升履职实效等方面做法，

昆明、 南宁政协也分别介绍各自

工作中的好经验好做法。 会议就

三市政协充分用好联席会议平

台，共推三市深化合作、协同发展

等方面形成新的共识。

昆明市政协副主席李冰晶、

秘书长许绍忠，南宁市政协副主

席李勤、陈世平、谭玫瑰，南宁市

政协秘书长储朝晖，贵阳市政协

秘书长王廷志，三地部分区县政

协以及相关市直部门负责人参

加会议。 （本报记者 衣琼）

本报讯 11月 4日下午，贵

阳市召开迎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回头看” 工作领导小组会

议， 传达学习中央第五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组对贵州省开展 “回头

看” 工作动员会精神，并部署具体

工作。会议要求，各区（市、县）、各

部门必须在第一时间学习传达中

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对贵

州省开展“回头看”工作动员会精

神，抓好我市“回头看”工作。

会议指出， 环保督察 “回头

看”是党中央、国务院加强生态文

明建设和环境保护，推进环保督察

向纵深发展的重大制度安排，体现

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 建设美丽中国的坚定决

心。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 ，践行

“两个维护” ，切实提升责任感、紧

迫感，坚定决战必胜的决心，坚决

打好这场不能输也输不起的攻坚

战，确保顺利通过这次政治体检。

会议强调，各区（市、县）要切

实提高政治站位，高度重视，统一

思想，深化认识，从严、从细、从实

做好“回头看” 工作；实事求是坚

决全力抓整改，杜绝“三不” ，即不

重视、 不努力、 不认真，做到“三

不” ，即不作假 、不玩虚 、不夸

大，坚决杜绝敷衍整改、表面整改、

假装整改等现象，紧盯中央环保督

察反馈的 32 个问题、 移交的

1681 个信访案件和污染防治攻

坚战涉及我市的六个标志性战役，

全面排查，做到问题有数、进度有

数、群众反映情况有数。切实把迎

接中央生态环保督察 “回头看”

的过程变成找问题、 添措施、促

提升的过程，坚持不懈做好污染

防治和环境保护各项工作；对整

改工作有懈怠和畏难情绪，对整

改工作消极对待， 不敢担当，不

负责任， 以及对问题视而不见，

整改情况上报不严不实，要严肃

追责问责。 （本报记者 张晨）

本报讯 11 月 4 日， 中央

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对贵

州省开展“回头看” 工作动员会

在贵阳召开。 贵阳市委、市政府

高度重视， 成立了由市委书记、

市长担任双组长的迎接中央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 工作

领导小组，积极配合督察组开展

工作。

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协调联

络组、文稿材料组、督办督查组、

宣传报道组、信访办理组、责任

追究组、 环境整治组等 10 个工

作组，从市委、市政府相关职能

部门抽调人员，负责督察期间的

综合协调、资料收集报送、交办

信访件办理、 督察问题整改、群

众举报受理等工作，确保中央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 工作

顺利开展。各区（市、县）成立专

门的协调联络机构，形成全面覆

盖、运转顺畅的工作体系。

各工作组已按照动员会精

神，部署相关重点工作，明确责

任分工，确保中央第五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组交办的每项工作在

第一时间得到处理。

此外，按照省环保督察整改

办要求，我市已向中央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组报送了第一批清单

印证材料共 21 盒 32 册。

（本报记者 张晨）

贵阳市成立工作领导小组

配合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回头看”工作

贵阳市迎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回头看” 工作领导小组会要求

从严从细从实做好“回头看”工作

做到不作假不玩虚不夸大

携手共建南向大通道

共促大开放大发展

昆明南宁贵阳三市政协主席会议第三

次会议召开

本报讯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经党中央、国

务院批准， 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组近日进驻贵州省开展环

境保护督察 “回头看” 。 11 月 4

日， 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组对贵州省开展“回头看” 工作

动员会在贵阳召开， 中央第五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组长黄龙云、

副组长刘华就做好督察 “回头

看” 工作分别作了讲话， 省委书

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孙志刚作

了动员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谌

贻琴主持会议。

黄龙云指出， 党的十八大以

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

环境保护工作， 将生态文明建设

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五位一

体” 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 战略

布局。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建设美

丽中国、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的战略高度，亲自推动，身

体力行， 通过实践深刻回答了为

什么建设生态文明、 建设什么样

的生态文明、 怎样建设生态文明

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提出了

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

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成为

全党全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生

态环境保护、 建设美丽中国的根

本遵循。

黄龙云强调， 建立实施中央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是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内涵。 习近

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央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工作， 亲自倡导并推动

这一重大改革举措， 在中央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每个关键环节、每

个关键时刻都作出重要批示指

示，审阅每一份督察报告，要求坚

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以解决

突出生态环境问题、 改善生态环

境质量、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为

重点， 夯实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

环境保护政治责任， 推动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向纵深发展。

黄龙云指出，2018 年 5 月至

7 月，对 10 个省（区）第一轮中

央环境保护督察整改情况的 “回

头看” 取得显著效果。 为进一步

传导压力，压实责任，解决问题，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今年还将

对部分省份开展第二批 “回头

看” ， 并围绕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的重点领域， 同步统筹安排环

境保护专项督察。 第二批 “回头

看” 总的思路是： 全面贯彻落实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以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 牢固树

立“四个意识” ，坚持问题导向，

敢于动真碰硬，标本兼治、依法依

规， 对第一轮中央环境保护督察

反馈问题紧盯不放，一盯到底，强

化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

双责，不达目的决不松手。 同时，

通过重点领域环境保护专项督

察，进一步拧紧螺丝，强化震慑，

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强大

助力。

黄龙云强调，这次“回头看”

主要督察贵州省委和政府部署

推动中央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

作情况，省级有关部门整改责任

落实和工作推进情况，地市级党

委和政府整改工作具体实施情

况。 重点盯住督察整改不力，甚

至表面整改、假装整改、敷衍整

改和“一刀切” 等生态环保领域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重点

检查列入督察整改方案的重大

生态环境问题及其查处、整治情

况；重点督办人民群众身边生态

环境问题立行立改情况；重点督

察地方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党政

同责、一岗双责和长效机制建设

情况。 此次“回头看” 始终坚持

问题导向， 始终坚持聚焦重点，

始终坚持精准深入，始终坚持坚

决查处“一刀切” 问题。 贵州省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牢固树立“四

个意识” ，积极配合督察组工作，

确保环境保护督察各项工作能

够顺利完成。

孙志刚表示， 开展环境保护

督察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重

大制度安排。 这次中央第五生态

环保督察组到贵州开展 “回头

看 ” ， 是对我们践行 “两个维

护” 、 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的政治体检， 是对我省推动

中央环保督察整改的全面考核，

更是推动我省生态文明建设迈上

新台阶的重要契机。 全省各地各

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 切实增强

配合做好中央生态环保督察 “回

头看” 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

动自觉，把配合做好“回头看” 作

为当前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作

为检验“四个意识” 强不强的重

要标尺， 作为检验发展和生态两

条底线守得好不好的试金石，作

为查找和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

的强大动力，认真“回头看” ，全

面“再体检” 。 要增强政治责任，

全力配合做好中央生态环保督察

“回头看” 各项工作。 要强化政治

担当，以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回头

看” 为契机倒逼生态环境问题加

快解决， 推动国家生态文明试验

区建设， 展示新时代贵州生态文

明建设新气象。

会上，刘华就做好督察配合、

边督边改、 信息公开等工作提出

了要求， 并就督察组全体成员严

格执行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纪律

规定（试行）》，接受社会监督做

了表态。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组全体成员，省政协主席，省委常

委，省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省政

府领导班子成员，省法院院长、省

检察院检察长，省直有关部门、中

央在黔有关单位主要负责人，以

及贵阳市委、 市政府领导班子成

员参加会议，其他市（州）、贵安

新区以及仁怀市、 威宁县负责同

志在当地通过电视电话会议的形

式参加会议。

根据安排，中央第五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

1 个月。 进驻期间 （2018 年 11

月 4 日—12 月 4 日） 设立专门

值班电话：0851—84700164，专

门邮政信箱 ： 贵阳市 A001 信

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

每天 8:00—20:00。 根据党中

央、 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

受理贵州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

的来信来电举报。其他不属于受

理范围的信访问题，将按规定交

由被督察地区处理。

（许邵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