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网址：http://www.xinhuanet.com/mrdx新华网网址：http://www.xinhuanet.com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11-0209 邮发代号 1-19

新华每日电讯
新华通讯社出版

2019 年 12 月2 日 星期一 己亥年十一月初七 今日8 版 总第 09833 期

新华社北京 12 月 1 日电中共中央、国务院
印发了《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
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
认真贯彻落实。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主
要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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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018 年 11 月 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首
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宣布，支持长江三
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
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

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同“一带一路”建设、京津
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相互配合，完善中国改革开
放空间布局。

长江三角洲（以下简称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
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大局和全方位开放格局中具有举足轻
重的战略地位。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增强长三角地区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提
高经济集聚度、区域连接性和政策协同效率，对引领全国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
经济体系意义重大。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战略部
署，编制本规划纲要。

规划范围包括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全域（面积 35 . 8 万平方公里）。
以上海市，江苏省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扬州、镇江、盐城、泰州，浙江省杭
州、宁波、温州、湖州、嘉兴、绍兴、金华、舟山、台州，安徽省合肥、芜湖、马鞍山、铜
陵、安庆、滁州、池州、宣城 27 个城市为中心区（面积 22 . 5 万平方公里），辐射带动
长三角地区高质量发展。以上海青浦、江苏吴江、浙江嘉善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
化发展示范区（面积约 2300 平方公里），示范引领长三角地区更高质量一体化发
展。以上海临港等地区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片区，打造与国际通行规
则相衔接、更具国际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特殊经济功能区。

本规划纲要是指导长三角地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一体化发展的纲领性文
件，是制定相关规划和政策的依据。规划期至 2025 年，展望到 2035 年。

第一章 发展背景

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明显成效，经济社会
发展走在全国前列，具备更高起点上推动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良好条件，也面临
新的机遇和挑战。

第一节 发展基础
经济社会发展全国领先。深入实施“八八战略”等重大战略部署，勇挑全国改

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重担，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成为引
领全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经济实力较强，经济总量约占全国 1/4，全员劳动生
产率位居全国前列。社会事业加快发展，公共服务相对均衡，社会治理共建共治共
享格局初步形成，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科技创新优势明显。科教资源丰富，拥有上海张江、安徽合肥 2 个综合性国家
科学中心，全国约 1/4 的“双一流”高校、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区
域创新能力强，年研发经费支出和有效发明专利数均占全国 1/3 左右，上海、南京、
杭州、合肥研发强度均超过 3%。科创产业紧密融合，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
工智能等新技术与传统产业渗透融合，集成电路和软件信息服务产业规模分别约
占全国 1/2 和 1/3，在电子信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形成
了一批国际竞争力较强的创新共同体和产业集群。 （下转 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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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评论员

美方近日又抛出老把戏，将所谓的“香港人权与民
主法案”成法，其费尽心思在香港问题上颠倒黑白、指鹿
为马、威胁恐吓，无非就是以人权、民主为名，行霸权之
实，破坏香港繁荣稳定，破坏“一国两制”，借搞乱香港阻
碍中国的发展。只不过这虚伪的嘴脸、霸权的本性，早
被世人看穿；种种图谋妄想，注定枉费心机。

该法案堂而皇之冠以“人权”“民主”，内容却是对
人权、民主的公然践踏。香港修例风波已近半年，暴徒
街头横行，无法无天，无恶不作：大肆破坏校园、公共设
施、商业设施、私有财产；制造恐怖氛围，挟持他人，限
制人们出行自由，剥夺市民生存权、安全权、工作权、学
习权；肆意围攻警员，殴打不同意见人士以及外来游
客，乃至公然行刺、放火……香港市民的人权、民主、自
由前所未有地被暴徒制造的黑色恐怖所侵害。

香港社会主流民意强烈要求止暴制乱、恢复秩序，
严惩暴力分子。然而此时，言必称人权、自由、民主的一
些美国政客却对暴徒泯灭人性的暴行熟视无睹，装聋作
哑，反而美化其为“人权、民主斗士”，公然为其撑腰打
气，声称暴力活动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试问，美国的
人权就是这样的“风景线”吗！

在他们炮制的这部法案中，人们可以看出美方扬言

的“惩罚、奖赏”标准是多么荒谬，对维护香港法治和秩
序的特区管治团队、爱国爱港人士甚至敢于报道香港真
相的媒体人发出的是赤裸裸的“恐吓信”；而对反中乱港
势力、暴力分子则给予撑腰打气、保驾护航、逃脱法律制
裁的“通行证”，这是对人权、民主、自由的莫大讽刺与
侮辱。

拿“人权”“民主”当幌子说事，肆意践踏国际法和
国际关系准则，肆意干涉他国内政，这是美方的惯常伎
俩。对中国如此，对世界上不符合其利益的国家、地区
也是如此。多年来，美国一直在香港栽培反中乱港分
子，为他们提供资金、培训、指导等等，香港一有风吹草
动，就见猎心喜、四处活动。此次修例风波，彭斯、蓬佩
奥、佩洛西等人多次高调会见反中乱港头目，美驻港领
事馆官员与乱港活动组织者密谋于酒店，美国政客跑
到香港大放厥词，这都为乱局推波助澜、火上浇油。大
量事实表明，香港违法暴力活动升级，出现更加极端的
情况，与美国插手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不断释放
危险错误信号密切相关。显而易见，美国反华势力与
香港极端激进势力密切勾连是香港持续乱象的主要
推手。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美方不顾中国的强烈抗议与
反对，一意孤行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签署成法，其
险恶用心无外乎是为了以国内法方式为美国长期干预

香港事务提供新链接，无外乎是为香港反对派和极端
分子从事反中乱港活动提供保护伞，其实质是为利用
香港问题牵制和遏制中国发展提供新筹码。正如香港
特区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先生一针见血所指出的，法案
背后的动机实际上与香港无关，与民主、人权、自由无
关。美国针对香港，仅仅只是因为香港是中国的一
部分。

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事务是中国内政，绝不容
干涉。美方一系列恶劣行径，不仅是和 700 多万香港
市民作对，和 14 亿中国人民作对，也是和世界公义、国
际基本准则作对。美方应立即纠正错误、改弦更张，立
即停止插手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放弃零和博弈思
维，以免给中美关系和两国重要领域合作造成更大
损害。

中国的发展壮大是历史必然趋势，任何势力都无
法阻挡。我们要正告美方的是，不要低估我们维护香
港繁荣稳定的坚强决心，不要低估我们维护“一国两
制”的坚定意志，不要低估我们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
展利益的能力和手段。中国绝不会任由外部势力在香
港为所欲为，必将采取有力措施防范、遏制、反制外部
势力干预香港事务和进行分裂、颠覆、渗透、破坏活动。
任何以香港问题牵制中国发展、阻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图谋必将失败。 新华社北京 12 月 1 日电

美方以人权为名干预香港事务、

干涉中国内政的老把戏可以休矣

新华社记者伍晓阳、岳冉冉、陈聪

院士代言一颗“神奇土豆”，曾引起媒体聚焦。
2018 年两会，全国人大代表朱有勇，手里抓一颗

硕大的土豆，现身人民大会堂“代表通道”，向中外媒体
讲起科技扶贫故事：普通土豆不过鸭蛋大小，而他指导
村民种的土豆比鸵鸟蛋还大，重的一颗就有 5 斤。靠种
冬季土豆，边陲村寨里村民的冬闲田变成了高产田、脱
贫田。

这颗“神奇土豆”，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云南农业大
学名誉校长朱有勇钻研农业科技、投身科技扶贫的缩
影——

30 多年来，朱有勇研发的作物多样性控制病虫害
技术，大面积应用累计 3 亿余亩，成为国际上利用生物
多样性控制病虫害的典范；

5 年来，朱有勇带领团队扎根深度贫困的云南省
澜沧拉祜族自治县，用科技力量改变当地贫困面貌，成
为全国科技扶贫的典范。

在《Nature》等学术期刊发表科技论文 200 余篇，
获发明专利 20 余项、重大奖励 18 项，朱有勇始终心系
农民、不忘初心，一如他的口头禅：“我就是一个会种庄
稼的农民。”

“我年轻，我来干！”

一个大山里的村寨，映射“农民院士”的初心

“挪达，拉祜库马西。（你好，我不会说拉祜话。）”
11 月的一天，澜沧县竹塘乡云山村蒿枝坝组。
推开一户村民家的门，一位 65 岁的老人说了这样

一句开场白。拉祜族老乡眉眼一笑，回了一句“汉巴库马
西（我不会说汉话）”，热情地把来人迎进家。

这是朱有勇 5 年来使用最多的常用语。
5 年前，精准扶贫的战役正在中国大地铺展。朱有

勇所在的中国工程院，结对帮扶西南边陲的深度贫困
县——普洱市澜沧县。

贫困人口 16 . 67 万人，贫困发生率高达 41% ，澜
沧县扶贫任务艰巨，是云南决战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之
一。“院士扶贫”谁来牵头？在中国工程院召开的专题
会上，刚满 60 岁的朱有勇院士自告奋勇：“我年轻，
我来干！”

朱有勇和同事们很快来到澜沧县。然而行走在竹
塘乡多个村寨，目之所及却这样揪心——篱笆房、茅草
房四处漏风，一个火塘、几件炊具、一堆玉米和一两头
猪就是一户人家的全部家当。

这让他想到小时候的生活情景。
1955 年，朱有勇出生在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

治州个旧市一个农村家庭。贫穷和饥饿让他生出通过
努力让乡亲过得好、让庄稼长得好的强烈愿望。

“这个地方不该这么穷。”朱有勇发现，澜沧县生态
环境良好，光、热、水、土壤条件优越，这么好的资源禀
赋，却深陷贫困。

朱有勇感到深深的内疚，“我们亏欠农民的太多
了，我们是党和人民培养的，是我们来晚了……”

可村民们一开始并不大领情。
走村入户调研时，很多拉祜族人开口就是一句话：

“给我点钱吧，给点钱我就脱贫了……”
朱有勇很急，给钱给物哪是长久之计？“等靠

要”观念更要不得。他明白，要想让村民相信真能带
领他们摆脱贫困，就必须走到农民心里，和老乡打
成一片。

朱有勇从零起步，开始学习拉祜语，慢慢地掌握了
一些日常用语。他说，“更管用的还是喝酒，能跟村民喝
上酒，那就肯定能打成一片。”

解决了沟通障碍，朱有勇的这场攻坚战才算刚刚
开始。一个个问题，在朱有勇脑海里等待破题——

“澜沧县资源丰富，农民有大量的耕地和森林，但
是怎样把这里的资源优势变成经济效益？这里的资源
最适宜发展什么产业？”

带着这些问题，他走村串寨，研究田间地头的脱
贫经。

五年如一日，朱有勇带领团队利用专业特长，科学
制定了将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的发展措施，按下
澜沧扶贫“快进键”。

2017 年 4 月，“中国工程院院士专家扶贫工作站”
在蒿枝坝组挂牌成立。 （下转 2 版）

“要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记“农民院士”朱有勇

▲ 2018 年 4 月 14 日，云南省科技扶贫示范推广
现场会在澜沧拉祜族自治县举行。朱有勇给专家、企业
介绍马铃薯收获销售的流程和标准。

新华社发（云南农业大学提供）

 12 月
1 日 ，合肥客
运段工作人员
和旅客在阜阳
西站开往上海
虹 桥 站 的
G7787 首发列
车上合影。

当日，京
港高铁商丘至
合肥段、郑州
至阜阳高铁正
式开通运营，

阜阳、亳州进

入高铁时代，

安徽省 16 个

省辖市全部实

现动车通达。
京港高铁商合
段、郑阜高铁
设计时速 350
公里，初期高
铁列车运行时
速 为 3 0 0
公里。

新华社记者
刘军喜摄

京
港
高
铁
商
合
段
、
郑
阜
高
铁
开
通
运
营

12 月 1 日，拉林（拉萨至林芝）铁路绒乡雅鲁藏
布江特大桥完成铺轨。这是拉林铁路第二次跨越雅
鲁藏布江。 新华社记者觉果摄

拉林铁路再次跨越雅鲁藏布江
12 月 1 日，郑州至重庆高速铁路郑州至襄阳

段正式开通运营。河南与鄂西北之间的高速铁路
客运通道打通。 新华社记者李安摄

郑渝高铁郑襄段正式开通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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