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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视察驻陕西部队某基地时强调

聚焦备战打仗 加快创新发展
全面提升履行使命任务能力

习近平向首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致贺信

新华社北京9月16日电 外交部
发言人华春莹16日宣布：应塔吉克斯
坦共和国总统拉赫蒙邀请，国家主席
习近平将于 9 月 17 日在北京以视频

方式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
理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海合作组
织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国领导
人阿富汗问题联合峰会。

新华社西安9月16日电（记者 梅
常伟）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15 日到驻陕西部
队某基地视察调研，代表党中央和中
央军委，向基地全体官兵致以诚挚的
问候。他强调，要贯彻新时代党的强
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聚
焦备战打仗，加快创新发展，全面提升
履行使命任务能力，为建设世界一流
军队、建设航天强国作出更大贡献。

金秋时节，古城西安天高气爽，

景色宜人。上午10时30分许，习近平
来到基地营区。在热烈的掌声中，习
近平亲切接见驻西安部队官兵代表，
同大家合影留念。

随后，习近平听取基地工作汇
报，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充分肯
定基地长期以来在我国航天事业发
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他强调，要适
应航天发射密度加大、要求提高的实
际，优化组织模式，创新测控技术和
手段，确保测控精准可靠、圆满成

功。要统筹实施国家太空系统运行
管理，提高管理和使用效益。

习近平指出，太空资产是国家战
略资产，要管好用好，更要保护好。要
全面加强防护力量建设，提高容灾备
份、抗毁生存、信息防护能力。要加强
太空交通管理，确保太空系统稳定有
序运行。要开展太空安全国际合作，
提高太空危机管控和综合治理效能。

习近平强调，完成好基地担负的
各项任务，必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

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深化
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抓好党史学习教
育，发扬好“两弹一星”精神、航天测
控精神，打牢官兵听党指挥、履行使
命的思想政治根基，保持部队纯洁巩
固和高度集中统一。要有针对性做
好人才工作，强固人才支撑。要坚持
不懈抓基层打基础，满腔热忱为官兵
排忧解难，把干事创业积极性充分调
动起来，不断开创基地建设新局面。

许其亮等参加活动。

新华社北京9月16日电 9 月 16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中国质量（杭
州）大会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质量是人类生产生活
的重要保障。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每
一次质量领域变革创新都促进了生产

技术进步、增进了人民生活品质。中国
致力于质量提升行动，提高质量标准，
加强全面质量管理，推动质量变革、效
率变革、动力变革，推动高质量发展。
中国愿同世界各国一道，加强质量国际
合作，共同促进质量变革创新、推进质

量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推动全球经济
发展、创造人类美好未来作出贡献。

中国质量（杭州）大会当日在浙江省
杭州市开幕，主题为“质量 数字 绿色 融
合”，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浙江省人
民政府和杭州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

新华社北京9月16日电 9 月 16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首届北斗规模
应用国际峰会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当前，全球数字化发展
日益加快，时空信息、定位导航服务成
为重要的新型基础设施。去年7月我宣
布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开通服务

以来，北斗系统在全球一半以上国家和
地区推广使用，北斗规模应用进入市场
化、产业化、国际化发展的关键阶段。

习近平强调，北斗系统造福中国
人民，也造福世界各国人民。中国坚
持开放融合、协调合作、兼容互补、成
果共享，愿同各方一道，推动北斗卫

星导航系统建设、推进北斗产业发
展，共享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成果，促
进全球卫星导航事业进步，让北斗系
统更好服务全球、造福人类。

首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当
日在湖南省长沙市开幕，主题为“北
斗服务世界，应用赋能未来”。

习近平向中国质量（杭州）大会致贺信

习近平将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和集体安全条约
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阿富汗问题联合峰会

本报讯（记者 赵丹丹 周文瀚）9
月16日，国家发改委产业发展司司长
卢卫生来芜，调研新能源汽车发展和
自主品牌建设情况。省发改委主任
张天培，市委书记单向前，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贺东，奇瑞控股集团董事
长尹同跃参加调研。

在奇瑞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卢卫生参观了企业自主研发生产
的“大蚂蚁”、“小蚂蚁”等主力车型，
并先后走进企业展厅、监控室、生产
车间，听取企业发展情况汇报，详细
了解奇瑞鲲鹏动力、智能网联平台、
自动驾驶技术及承担国家科技重大

专项等相关情况，希望企业继续走好
自主品牌发展之路，继续保持当前欣
欣向荣的发展势头。

座谈会上，奇瑞集团汇报“十四
五”新能源汽车发展、自主品牌建设情
况及请求国家发改委支持和协调的事
项。卢卫生指出，新能源汽车代表着

汽车工业未来的主要发展方向，奇瑞
集团要更加重视新能源汽车业务板
块，按照国家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顶层
设计要求，推动奇瑞新能源实现更好
更快发展；要更加重视自主创新，按照
习近平总书记“把民族汽车品牌搞上
去”的指示精神，不断攻克关键核心技
术，提升在中高端市场的品牌竞争
力。国家发改委产业发展司将一如既
往地关心、支持奇瑞发展，希望奇瑞

“十四五”能够跑出“加速度”，为中国
汽车产业转型升级作出新贡献。

国家发改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卢卫生来芜调研

本报讯（记者 承孝安 俞冰清）9
月 15 日至 16 日，全国工商联党组成
员、副主席李兆前一行来芜深入基层
工商联、商会和民营企业进行考察调
研。省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施广
勇，市政协副主席、工商联主席孙四
平陪同。

调研组一行先后深入弋江区、湾
沚区和繁昌区工商联，实地走访慰问
基层工商联工作人员，了解基层工商
联组织建设以及市县工商联换届等工
作情况。在芜湖浙江商会、芜湖汽车
后市场联合会、芜湖苏商经济发展促

进会调研中，重点了解商会建设和商
会党建工作，并座谈宣讲中央政策。

在三只松鼠、共生物流、殷港艺
创小镇、华星消防、春谷3D打印智能
装备产业园等民营企业，调研组一行
详细了解各企业生产经营、市场销售
等情况，就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营造创新环境、增强市场适应能力等
方面与企业进行探讨交流。调研组
表示，要进一步加大对民营经济的支
持力度，增强对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
家的信任、团结、服务、引导和教育，
促进民营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全国工商联来芜考察调研

本报讯（记者 乐培意 娄阳）9 月
15日至16日，省政协副主席夏涛率队
来芜，围绕“推进乡村治安防控体系
建设”情况进行专题调研。市政府副
市长、市公安局局长桑宝庆，市政协
副主席陈怡出席座谈会或陪同调研。

调研组先后来到湾沚区民主社
区、湾沚镇派出所、湾沚区公安分局、
伟星时代之光小区、芜湖书房阅享书
吧、智慧城市协同创新中心等，详细
了解我市推进乡村治安防控体系建

设相关工作。在座谈会上，调研组认
真听取该项工作汇报，并就工作成
效、存在的短板及意见建议等与相关
部门单位充分交流。

夏涛肯定了我市推进乡村治安
防控体系建设取得成效。他指出要
立足乡村振兴，提高思想认识，加强
协同合作，补齐短板弱项，充分结合
法治、德治、自治，打造多维度农村安
全防御体系，为建设平安乡村、助力
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省政协副主席夏涛来芜调研

近日南陵县三里镇西峰村彩色
“稻田画”进入观赏期，由不同颜色绘
制的“芜湖米市 南陵粮仓”等字样图
案十分壮观，栩栩如生的“稻田画”成
为当地一道别致的乡村景观，在田野
上展现出一幅优美的画卷。

记者 陈洁 摄

““稻田画稻田画””扮靓美丽乡村扮靓美丽乡村

□记者 王世宁

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十纵十
横”综合运输大通道重要节点、长江
经济带立体交通走廊重要节点……
芜湖，作为安徽融入长三角更高质量
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的“桥头堡”，近
年来，高速公路网加速扩容，构建起
双环放射状的网络。从空中俯瞰，纵
横交错的高速公路宛如一条条飘带，
在江城大地上勾勒出“人便其行、货
畅其流”的生动图景。

“双环放射”成型，路网密度
全省前三

记者从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我
市 现 有 G50 沪 渝 、G5011 合 芜 宣 、
G4211 宁芜、G4221 岳武、S11 巢黄、
S22天天、S28芜溧、S30铜商等8条通
车高速，通车里程276公里，路网密度
4.58 公里/百平方公里（全省为 3.5 公
里/百平方公里），在全省排名前三。

从地图上可以看到，芜湖高速路
网呈“双环放射状”：内环线由芜合高
速、宁芜高速、巢黄高速以及天天高
速和县至无为段构成，覆盖市区，境
内规划总里程 139 公里，除和县至无

为段外，建成 117 公里，建成率达
84%；外环线由无桐、岳武、杭合、宁
芜、芜合、铜商高速构成，联通无为及
湾沚、繁昌、南陵，境内规划总里程
173公里，除泰山路长江大桥外，建成
147公里，建成率达85%；若干条射线
向外辐射南京、上海、杭州、黄山、武
汉、合肥等主要城市。

“十四五”期间，我市将扩容高速
主通道，实现境内G5011、G4211主动
脉全线扩容；完善高速网结构，实施
芜黄高速、岳武高速东延、宣商高速
无为至合肥、巢黄高速无为至合肥、
天天高速无为至安庆、和县至无为等
项目，谋划研究泰山路长江大桥、芜
溧高速西延、无为至桐城高速，同南
京、合肥、杭州等长三角中心城市布
局多通道联通，进一步优化完善双环
放射状高速公路网格局。

建设提速，高速出入口增至20个

2015 年，芜溧高速、铜南宣高速
（现铜商高速）分别建成通车，2017
年，北沿江高速巢无段以及芜湖长江公
路二桥相继建成通车，我市实现县县通
高速。2018年芜黄高速、岳武高速东延
工程分别开工建设，在建的58公里预

计2022年底前建成。届时我市高速公
路通车总里程将达334公里，高速公路
网密度将达5.54公里/百平方公里。

紧随其后，全市高速公路又加快
了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提升的步伐。
我市通向合肥方向的芜合高速“四改
八”林头至陇西立交段已建成，芜湖至
林头段已于2019年12月开工建设；通
向南京方向的芜宁高速皖苏省界-芜
湖东枢纽段于2020年12月开工，上海
方向的芜宣广高速“四改八”项目计划
于2021年底开工，芜宁高速芜湖-铜
陵段改扩建工程计划“十四五”开工。

近年来，我市还新增高速出入口11
个，全市高速出入口达到20个。市区内
可在15分钟之内快速上下高速，县城可
在20分钟上下高速。在建芜湖东高速出
入口，将于今年年内完成改扩建工程重新
开通。届时，我市城东地区出行拥堵问题

将极大缓解，东向出行将全面提速。

资源互通，为经济发展注入
持久动力

作为交通运输基础设施，高速公
路在发展全局中扮演重要角色。“高
速公路建设不仅对经济增长有显著
拉动作用，其建成通车后，还将为物
流高效运转带来有力支撑，为经济行
稳致远注入持久动力。”市交通运输
局相关人士表示。

在芜湖，高速公路连点成线、织
线成网，形成了资源互通、机遇共享、
优势互补的发展网，为促进长三角互
联互通、畅通国内大循环提供了交通
基础。2020年，我市快递业务量超过
2.43 亿件，同比增长 32.39%，实现自
2017年突破1亿件以来快递业务量三
年翻一番的新跨越。 （下转2版）

高速公路，铺就芜湖发展快车道

打造新思路的试验地、新事物的生发地、新产品的首发地！

本报讯（记者 王俊）9月15日，由市
经信局主办，阿里云科技有限公司承办
的“云上创新 智在芜湖”2021阿里云城
市峰会·芜湖站活动举行，与会嘉宾就
促进数字化转型和数字生态建设发展
进行交流，副市长汤劲松出席并致辞。

近年来，芜湖市大力发展数字产
业化、产业数字化取得了较大成效，
实现 2181 家企业上云，建设 5G 基站

3777 个，在全省率先成立“5G+工业
互联网”产业发展联盟，2020 年被评
为安徽省数字经济成效明显地区。

阿里云持续深化与芜湖合作，与
埃夫特打造国内首个云边一体化智
能化机器人云平台，携手奇瑞商用车
打造iCar生态数字化特区，为我市制
造业实施数字化转型升级提供了示
范样板。

2021阿里云城市峰会·芜湖站活动举行

本报讯（记者 吕成 邓健）9 月 16
日，作为2021安徽农交会一项重要内
容，安徽名优农产品“塑品牌、招项
目、促融合”市长推介会在合肥举
行。副市长汤劲松参加活动，向到会
嘉宾宣传推介芜湖农产品。

汤劲松以繁昌青梅产业为推介
对象，介绍了芜湖农业品牌化、集聚
化的发展思路。芜湖青梅产业坚持

“产业化、品牌化、国际化”的发展战

略，在弘扬中国梅文化的同时，积极
打造品牌形象，谋划农旅融合，推动
青梅特色产业多元化发展。

推介会后，汤劲松来到农交会芜
湖展区，与参展企业负责人亲切交
流，了解农业品牌建设、产业链招商、
生态农业发展等情况，指出要加大本
土农业品牌扶植力度，带动农企做大
做强；要围绕产业链供应链精准招
商，助力农村经济提质升级。

市领导在省农交会上推介芜湖农产品

本报讯（记者 王牧）9月15日，镜
湖区举行 2021 年三季度“双招双引”
集中签约仪式，15 个项目集中签约。
副市长姚凯出席并见证。

三季度镜湖区共签约38个项目，
项目总投资额 21 亿元。这些项目无
论是单体规模，还是产业定位，都与
镜湖区高质量发展目标高度契合，是
贯彻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落实“双
招双引”的具体成果。截至目前，今
年镜湖区共引进各类企业 181 家，投
资总额 86 亿元，同比增长 10.2%。该
区将聚力打造“重商、亲商、安商、富

商”优良环境，专班跟进、专人服务，
推动签约项目在镜湖区顺利落地扎
根、开花结果。

镜湖区三季度“双招双引”项目集中签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