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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力助推政协工作提质增效
全国首个基层《政协协商工作规范》在安吉发布

本报安吉 1 月 20 日专电 （驻浙记者蒋萍 通讯员刘海波
崔吉丽）全国首个《政协协商工作规范》（以下简称《规范》）日前在浙

江安吉正式发布。该标准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安吉县委

员会、浙江省标准化研究院共同起草，将于 2月 16日开始实施。

据了解， 此次发布的 《规范》 制定历时 6 个月， 以浙江省

“请你来协商” 平台建设试点为契机， 从当前安吉政协协商创

新特色工作经验中提炼总结出了具体的标准规范措施， 涵盖了

政协协商的实施、 运行、 管理和评价的主要内容。 规范共分九

节， 分别为政协协商的范围、 工作依据、 总则、 协商主体、 协

商内容、 协商机制、 协商场所、 协商形式、 评价体系。

这一全国首个政协协商基层规范呈现了四大亮点。 首次将

标准化引入政协工作中， 明确了协商活动前期的各项准备工作

以及协商成果的实施等后续监督； 通过构建 “2+6+X” 协商体

系， “界别议事厅” 和 “桥梁工作室” 等形式灵活、 个性化程

度高的特色协商首次融入到协商体系之中， 既体现了协商的共

性， 又突出了基层协商的特性； 首次将 “推进建言资政和凝聚

共识双向发力” 纳入评价体系之中， 有助于引导各界别委员有

序表达意见诉求， 筑牢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首次将品牌概念注

入协商平台建设之中， 借助品牌的影响力， 真正将政协协商中

最有特点、 最有影响力的工作亮点展现出来， 将有力助推政协

工作提质增效， 实现更广泛的凝聚共识。

此次 《规范》 的出台， 是安吉在提高协商议政质量的模式

和方法上的又一次突破， 为基层政协协商工作的标准化建设提

供了一套可供借鉴的 “安吉经验”。 安吉县政协主席叶海珍表

示， 安吉将充分把握全省 “请你来协商” 试点契机， 不断深入

推广实践， 开创政协工作新局面。

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引起热烈反响

“要从全局的高度和更长远的考

虑来认识和做好京津冀协同发展工

作”“保持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稳扎

稳打 ，勇于担当 ，敢于创新 ，善作善

成” ……习近平总书记日前在京津冀

协同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科学

谋划和全面部署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

干部群众中引起热烈反响。大家表示，

要深入学习领会、 坚决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增强协同发

展的自觉性、主动性、创造性，推动京

津冀协同发展取得新突破新成效。

紧紧抓住“牛鼻子”不放松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紧紧抓住“牛

鼻子”不放松，积极稳妥有序疏解北京

非首都功能。

浙江商人卢坚胜， 也是北京浙江

企业商会的常务副会长，他对习近平总

书记讲话中提到的 “稳妥有序推进实

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等印象深刻。

3 年多以前， 卢坚胜离开北京大

红门， 和很多经营服装生意的同乡一

起把工厂、商铺搬到了河北廊坊永清。

卢坚胜说，以前我们是被动疏解，后

来是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等新模式主动转

型升级，只要利用好市场和技术，就能开

辟新天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更加讲究方

式方法， 为积极稳妥有序疏解北京非首

都功能指明了方向。”北京市发改委主任

谈绪祥说，要坚持疏控并举、政府与市场

两手用力， 坚持疏解整治与优化提升同

步推进，聚焦重点领域和重点区域，持续

推进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 不断优

化提升首都核心功能。

道路干净整洁，办公楼庄重大气。在

北京市通州区潞城镇北运河北岸， 北京

市委、 市人大常委会、 市政协办公区在

北、东、西三面呈品字形排列。

北京城建集团城市副中心 A1 工程

项目常务副经理胡宪章负责市委办公大

楼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高

质量推动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这

对我们一线建设者是鼓励更是鞭策，我们

一定要以更高的质量、更高的标准建设北

京城市副中心二期工程。 ”胡宪章说。

临近春节， 河北雄安市民服务中心

道路两侧挂满了红灯笼， 洋溢着浓浓的

年味儿。 在市民服务中心内的规划展示

中心， 可以看到雄安新区规划建设的来

龙去脉。

“在雄安新区从规划编制即将转向

大规模建设的关键时刻， 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高质量高标准’，这给我们的工作

提供了根本遵循。”河北雄安新区公共服

务局副局长贺晓新说， 要坚持着眼于建

设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这个

初心不动摇，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打造

一批精品、标杆工程。

打造高质量发展重要动力源

自主创新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迫切

要求和重要支撑。

规划面积 10.3 平方公里的天津滨

海－中关村科技园， 尽管是周末， 不少企

业依然在忙碌。 园区里天津卡雷尔机器

人有限公司 CEO尹利和研发团队正在热

烈讨论如何提升机器人机械手抓取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让大家很受

鼓舞 ， 也为我们今后的创新指明了方

向。” 尹利说， 公司上下将铆足一股劲

持续创新攻坚， 拓展商用服务型机器人

应用场景， 进一步擦亮 “中国创造” 的

招牌。

看到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要求

“向改革创新要动力，发挥引领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动力源作用”，河北沧州渤海新

区管委会主任张国栋很激动。“京津冀协

同发展从规划到实施， 三地将面临更多

跨区域政策协调、 利益分享等深层次协

同，这需要更大魄力和更多智慧。我们在

实际工作上不仅要稳扎稳打、勇于担当，

更要敢于创新。 ”张国栋说。

破除体制机制障碍， 是促进协同发

展、 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保障。

河北省发改委主任党晓龙表示， 将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 以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为重点， 在跨

区域政策协同、 利益补偿分配、 公共服

务均等化、 横向生态补偿等重点领域，

开展政策创新。

河北省三河市燕郊居住了数十万北

京上班族，高峰时段，燕郊进京主要通道

102 国道经常拥堵。 如今，横跨潮白河的

燕潮大桥飞架京冀两地，待正式开通后，

将大大降低“跨省上班”的出行烦忧。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出， 新

开工建设一批交通、 水利、 公共服务等

重大基础配套设施， 让社会各界和新区

百姓看到变化。 我们鼓足了干劲， 今年

河北省将加快京秦高速公路等项目建设，

让京津冀交通一体化不断迈上新台阶 。”

河北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王普清说。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不断增强人民群

众获得感， 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

中关村第三小学雄安校区 （前身为雄

县二小） 是北京对口帮扶雄安新区的 4 所

学校之一。 这两天， 学校正在召开第一次

全体教职工代表大会。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促进基本公共服

务共建共享， 我感受特别深。 去年 9 月份

新学期以来， 中关村三小派出来自各个学

科的 12 位骨干老师。 目前， 我们在教师

队伍、 课程等方面已经建立了全新的工作

机制， 促进教师教学水平整体提高。 相信

通过对口帮扶， 将推动京津冀地区教育更

优质、 更均衡。” 校长张文峰说。

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人民医院， 医生李

广平通过远程心电会诊平台， 与来自北京宣

武医院的专家一起为前来就诊的患者看病。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让我感

触最深的是优化教育医疗资源布局。 这些

年， 京津冀协同发展推动了优质医疗

资源更加充分和均衡的发展 ， 我们

要强化合作 、 贡献力量 ， 一起推动

解决百姓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 李

广平说。

生态环保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

要方面。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坚持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强化生

态环境联建联防联治。

如同电力高速公路 ， 一条 1000

千伏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 即将于

3 月份正式开工建设， 张北草原丰富

的风电、 光电等清洁电能， 将源源输

送到数百公里外的雄安。

国网冀北电力公司董事长田博

说 ，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加清洁

能源供应 ， 这对电力能源和环保提

出了更高要求 。 我们要超前开展规

划布局 ， 不断提升自身承载能力和

供电服务保障 ， 确保电力供应的可

靠、 清洁。

冬日午后， 天津引滦入津工程纪

念碑广场上 ， 不少市民在散步 、 休

闲， 享受阳光。

干了 20 多年水务工作的周潮洪

看着高耸 的 纪 念 碑 ， 感 慨 万 千 ：

“引滦入津的水源地在河北， 对保障

天津市民的饮用水有重要作用 。 近

几年 ， 我见证了它在京津冀协同发

展战略下 ， 通过上下游生态补偿机

制的建立， 水质从源头污染到逐步好

转。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人振

奋， 未来， 通过三省市的联建联防联

治， 我们一定能让天更蓝、 水更清。”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北京 1 月 20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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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极冰盖之巅
开展天文观测
连日来， 中国第 35 次南极科

考队昆仑队队员在昆仑站天文区安

装、 调试和维护天文台址监测设备

和天文观测设备， 调查南极冰盖之

巅冰穹 A 地区天文观测条件并开

展天文观测。 在这里， 极夜可提供

连续数月不间断的观测， 洁净稳定

的大气可使天体的观测更清晰， 寒

冷和干燥的气候条件有利于红外和

亚毫米波段的观测。

左图： 科考队员在维护南极最

大的光学望远镜———巡天望远镜

AST3-2， 将用于观测超新星 、 系

外行星及变星等天文现象。

新华社记者 刘诗平摄

戴安澜：马革裹尸的抗战将军
在安徽芜湖市风景优美的赭山上， 安葬

着中国远征军名将戴安澜将军的遗骨。 每年

清明前来祭扫的人们都会献上鲜花， 表达对

英雄烈士的敬仰和追思。

戴安澜， 字衍功 ， 自号海鸥 ， 1904 年

11 月 25 日生于芜湖市所辖无为县练溪乡风

和戴村 （今无为县昆山乡练溪社区）。 1924

年投奔国民革命军。 黄埔第 3 期毕业。 1926

年参加北伐 。 1933 年参加长城抗战 。 在

1938 年的鲁南会战中， 曾率部在中艾山与

日军激战 4 昼夜， 因战功卓著， 升任 89 师

副师长 。 同年 8 月 ， 参加武汉会战 。 1939

年升任国民党第 5 军 200 师师长 ， 12 月参

加桂南会战。 在昆仑关大战中， 戴安澜指挥

有方， 重伤不下火线， 击毙日军旅团长中村

正雄少将， 取得重大胜利。

1942 年 3 月， 戴安澜率部赴缅甸参加

远征军抗战。 同古保卫战打响以后，200 师全

体官兵坚守阵地，勇猛还击。 虽是孤军作战，

后援困难，但师长戴安澜决心誓死抵御到底。

他在给夫人的信中写道：“余此次奉命固守同

古，因上面大计未定，后方联络过远，敌人行

动又快，现在孤军奋斗，决心全部牺牲，以报

国家养育。为国战死，事极光荣。”他带头立下

遗嘱：只要还有一兵一卒，亦需坚守到底。 如

本师长战死，以副师长代之，副师长战死以参

谋长代之。 参谋长战死，以某某团长代之。 全

师各级指挥官纷纷效仿，誓与同古共存亡。敌

人的猛烈进攻，造成伤亡猛增，掩体被毁。 戴

安澜指挥将士利用残垣断壁、 炸弹坑继续抵

抗。他还采取百米决斗术，等攻击的敌人到达

50 米处时，才从战壕里一跃而出，或用手榴

弹集中投掷，或用刺刀进行肉搏。同古保卫战

历时 12 天，200 师以高昂的斗志与敌鏖战 ，

以牺牲 800 人的代价，打退了日军 20 多次冲

锋，歼灭敌军 4000 多人，俘敌 400 多人，予敌

重创，打出了国威。

战斗结束后， 戴安澜在撤退过程中遭敌

袭击， 身负重伤。 由于缅北复杂的地形和连

绵的阴雨， 戴安澜终因缺乏药物医治， 伤口

化脓溃烂， 在缅北距祖国只有 100 多公里之

地的茅邦村， 壮烈殉国， 时年 38 岁。

1942 年 7 月 31 日， 戴安澜将军国葬仪

式在广西全州香山寺隆重举行， 国共两党领

导人纷纷书赠挽诗、 挽词和挽联。 毛泽东题

赠了挽词 “外侮需人御， 将军赋采薇。 师称

机械化， 勇夺虎罴威。 浴血东瓜守， 驱倭棠

吉归。 沙场竟殒命， 壮志也无违”。 周恩来

题写了挽词 ： “黄埔之英 ， 民族之雄 。 ”

1943 年秋天， 戴安澜的灵柩由广西全州迁

葬于芜湖故里。 1956 年 9 月 21 日， 中华人

民共和国内务部追认戴安澜将军为革命烈

士。 为纪念戴安澜将军， 芜湖市人民政府于

1979 年重新整修墓地， 并树立了石碑。

2009 年 9 月 10 日， 在 “100 位为新中

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 100

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 评选活动

中， 戴安澜被评为 “100 位为新中国成立作

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新华社记者 鲍晓菁

（新华社合肥 1 月 20 日电）

实施生态修复抢救性保护濒危水生生物
安徽今年将继续开展长江江豚迁地保护行动

近日， 安徽省政府办公厅出台 《关于

加强长江 （安徽） 水生生物保护工作的实

施意见》， 提出实施生态修复工程、 珍稀濒

危物种拯救行动等 15 项任务。 安徽省农业

农村厅渔业局有关专家分析认为， 《实施

意见》 针对长江（安徽）水生生物保护工作

的突出问题，重点提出“明确保护重点，加强

中华鲟 、长江鲟 、长江江豚 、长吻鮠 、刀鲚 、

‘四大家鱼’等水生生物保护地建设与管理”

“实施以长江江豚为代表的珍稀濒危水生生

物抢救性保护行动， 提高安庆市江豚自然

保护区等级”， 是十分必要的。

“加强长江江豚栖息地保护， 开展长

江江豚迁地保护行动， 切实加强长江江豚

种群保护。 加强铜陵淡水豚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 安庆市西江长江江豚迁地保护基地

建设， 提高安庆市江豚自然保护区等级 ，

严格落实保护措施…… ” 记者注意到 ，

在 《实施意见》 中， 江豚的迁地保护再次

被提及。

全国范围内的江豚迁地保护最早可追

溯至 2015 年 3 月 27 日。 当时，农业部联合

环保部、中科院和湖北、湖南、江西省人民政

府共同在湖北何王庙首次启动了长江江豚

迁地保护行动，8 头江豚从鄱阳湖迁移至湖

北天鹅洲、何王庙保护区。 2016 年 12 月 18

日， 农业部发布 《长江江豚拯救行动计划》

(2016?2025) 并进入实施阶段。 该计划指

出，“利用未来宝贵的 10 年， 全方位推进和

加强长江及两湖生态环境修复及物种资源

恢复，迅速遏制长江江豚种群数量快速下降

的趋势”“尽快开展长江江豚迁地保护，是目

前挽救该物种最直接、最有效的措施”。

去年 7 月， 农业农村部新闻办举行新

闻发布会。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于康震表示，

科学考察估算长江江豚数量约为 1012 头。

其中， 干流约为 445 头。 长江江豚种群数

量大幅下降的趋势得到遏制， 但其极度濒

危的状况没有改变 ， 保护形势依然严峻 。

农业农村部先后在干流及鄱阳湖、 洞庭湖

两湖建立了 8 处长江江豚就地自然保护区，

在长江故道建立了 4 处保护区， 在人工环

境中建立了 3 个繁育保护群体， 以及在实

验室条件下开展离体细胞培养和保存等研

究工作。 目前湖北天鹅洲保护区的迁地种

群已从 1990 年投放的 5 头增长至接近 80

头， 何王庙及安庆西江两处迁地保护区种

群数量也分别达到 14 头和 22 头 。 当前 ，

整个迁地保护的江豚群体数量超过 100 头，

每年有 10 头左右的幼豚出生， 这说明长江

江豚迁地保护工作已初见成效。

在安徽， 首次迁地保护出现于 2016 年

11 月 10 日， 农业部和安徽省人民政府联

合在安庆市长江夹江???西江水域开展长

江江豚迁地保护行动。 6 头来自长江干流

和 2 头来自湖北天鹅洲水域的江豚， 被一

同释放至安庆西江水域。

据了解 ， 长江安庆段全长 243 公里 ，

占安徽省江段总长的 3/5， 因其独特的地理

水文环境， 是长江江豚主要的栖息地和索

饵场所之一， 也是长江干流江豚密度最大

的江段之一。 2007 年， 安庆市成立市级江

豚自然保护区 ， 覆盖安庆市域长江干流 ，

总面积 806 平方公里。 而西江位于吉阳矶

水道 ， 为长江故道 ， 河道全长约 9 公里 ，

常水位下平均宽度约 300 米， 平均水深约

8.7 米， 最大水深超过 20 米， 为安庆市江

豚自然保护区的实验区。

去年 11 月， 该保护区曾被生态环境部

点名通报 “不断瘦身”， 致使部分江豚抚育

或觅食区域消失 ， 种群有呈碎片化趋势 。

随后， 安庆江豚自然保护区规划论证工作

启动。 安庆提出将向省政府和省直有关部

门申请设立长江江豚安庆省级自然保护区，

力争 2019 年年底前建成， 在此基础上申报

设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虽然长江江豚种

群数量大幅下降的趋

势得到遏制，但其极度

濒危的状况没有改变，

保护形势依然严峻。

（资料照片）

今晨上海气温再探冰点
本报讯 （记者周渊）昨天是二十四节气最后登场的大寒，一

股冷空气也应景地抵达上海， 降温效应持续???最新气象预报

显示，受辐射降温影响，今天上海将维持多云到晴天气，最高气

温在 8℃左右。 早晨气温较昨天明显下降，中心城区最低气温跌

至 1℃，郊区则下探至-2℃到 0℃，有薄冰。 气象部门特别提醒，

今天傍晚到夜间还有轻度霾，易感人群需注意适当防护。

本周上海天气将以多云或晴天为主， 总体气温变化较平

稳， 最低气温在 2℃至 5℃， 周中最高气温可升至 11℃至 12℃。

申城将建设自动驾驶车辆
常态化运营半开放示范区

据新华社上海 1 月 20 日电 （记者李荣）记者从位于上海嘉

定的上海国际汽车城获悉，作为上海对外发布的十大 AI（人工

智能）应用场景建设实施计划之一，“AI+交通场景计划”已成功

落地上海国际汽车城，将以上海汽车博览公园为现实载体，建设

能实现自动驾驶车辆常态化运营的半开放示范区。

据了解， 上海国际汽车城是 AI+交通的创新应用示范区和

国家智能网联汽车 （上海） 试点示范区， 计划在上海汽车博览

公园现有道路设备的基础上， 分三个阶段进行开放， 加装V2X

（车对外界的信息交换） 设备、 红绿灯、 智慧路灯、 站台、 充

电桩等设施， 使其能够为自动驾驶汽车提供完整、 安全、 适宜

的 3 条闭环体验路线， 最终形成一个能够完全满足自动驾驶汽

车示范运营的平台。

上海国际汽车城相关人士说， 根据规划， 第一阶段是试运

营时期， 可实现的场景包括自动驾驶车辆完成单车无人驾驶、

自主泊车、 自适应巡航、 车辆紧急制动、 自动循迹行驶、 自动

避障等。 第二阶段是一期建设时期， 在自动驾驶车辆完成单车

无人驾驶的前提下实现部分网联功能， 增加编队行驶、 路口信

号灯交互、 道路标牌识别等体验场景。 第三阶段是二期建设时

期， 在自动驾驶车辆完成单车无人驾驶的基础上具备较完善的

网联功能， 增加盲区检测、 路口车辆碰撞预警、 前车车辆碰撞

预警、 行人过道预警、 道路危险状况预警等体验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