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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翁浩浩） 3月18日，
上海市党政代表团在浙江考察。18 日
上午，两省市在杭州举行经济社会发展
情况交流会，共商深化浙沪合作大计，
共谋推动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出席会议并
讲话，浙江省委书记易炼红主持并讲
话。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浙江
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浩分别介绍上海市
和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陈吉宁代表上海市委、市政府，对
浙江长期以来给予上海发展的支持帮
助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浙江省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在贯彻落实“八八战略”
上持续用力、接续推进，浙江广大干部
群众胸怀“国之大者”的担当、勇立改
革开放潮头的锐气、推动创新发展的
活力，值得上海认真学习借鉴。当前，

上海正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
神，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具
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
大都市。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
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对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们要更
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
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服务
全国发展大局作出更大贡献。要发挥
各自优势，在科技创新上锻长板补短
板，共同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共
同做好产业链补链延链升链建链大文
章。在开放共赢上相互赋能，合力推
动虹桥国际开放枢纽、长三角生态绿
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和 G60 科创走廊
建设。在服务民生、服务企业上同向
发力，让群众和企业有更多获得感。
在生态保护上加强协同，率先走出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新路。我们将全力
配合、服务保障杭州亚运会，为举办一
届成功圆满的体育盛会作出贡献。

易炼红代表浙江省委、省政府和
6500 多万浙江人民对上海市党政代表
团来浙江考察表示欢迎，并感谢上海
长期以来给予浙江改革发展的支持和
帮助。他说，这些年来，上海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
精神，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经济社会
发展取得了瞩目成就。我们要充分学
习上海锚定世界一流、标定全国最好
的格局站位，勇当探路先锋、勇闯无人
之境的创新意识，开放海阔天空、开明
海纳百川的大气胸襟，超大城市治理、
超常难题破解的先进经验。当前，浙
江正深入实施“八八战略”，以“两个先
行”打造“重要窗口”，强力推进创新深

化改革攻坚开放提升，奋力谱写中国
式现代化浙江篇章。浙沪两地的深厚
情谊源远流长，希望在服务构建新发
展格局中互利合作更深一层、推动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中互通融合更进一
步、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中互动
协同更高一阶、畅通各层面交流交往
渠道中互享成果更多一些，携手续写
浙沪交流合作新佳话。

在浙期间，上海市党政代表团一行
在杭州考察了新华三集团、浙江省市场
监督管理局；在嘉善县考察了长三角生
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嘉善）企业
交流服务基地、祥符荡科创绿谷研发总
部、姚庄镇丁栅沉香共同富裕聚落。

浙江省领导刘捷、陈奕君、徐文光、
暨军民，杭州市领导姚高员；上海市领
导吴清、朱芝松、张为、郭芳参加有关
活动。

上海市党政代表团来浙考察

携手续写浙沪交流合作新佳话
推动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陈吉宁易炼红龚正王浩参加座谈考察

本报讯（记者 陈醉 通讯员 劳超杰）
“以前拼命想跳出‘山门’，现在发现
老区‘真香’！”叶瑶瑶大学毕业后，回到
老家余姚四明山区，在一片山岙岙里亲
手“种”出第一茬水培蔬菜，这两天卖得
正俏。

说是“种”，也就“动动手指头”。在
位于余姚市梁弄镇横坎头村这家新建
成的“数字农业植物工厂”里，育、栽、采
等都实现了机械化，种植过程中完全不
使用农药。眼前，10 多厘米厚的“全四
季科技种植栽培床”上，“躺”着绿油油
的菠菜、小青菜，一年能收割20茬。“亩
产值二三十万元，带动了浙东红村的科
技农业发展，连村里的叔伯辈老农都竖
起大拇指，服气地喊我一声‘新农人’！”
叶瑶瑶自豪地说。

新农人、研学导师、剧本杀主持人⋯⋯
近 五 年 间 ，余 姚 四 明 山 老 区 已 有 超
8700 名年轻人以崭新的身份回流，争
相当起绿水青山的“合伙人”。

老区不“老”，关键在人！四明山
区是全国 19 个抗日根据地之一，山高
路远，林多田少，以往村里青壮年走的
多、回的少。近年来，余姚聚焦“青年
友好型老区”建设，五年内接连出台三

个“振兴方案”，在依托老区资源禀赋
打造强村富民的“红配绿经济”基础
上，全力将老区建设成为新青年创业
的大舞台。

年纪轻、学历高是四明山区回流青
年的标签。黄徐洁出生在横坎头村，曾
在德国攻读硕士学位，学习之余在欧洲
各地旅行。这个90后女孩“看完世界”
拿到文凭后，盯上了老区每年数百万人
次的游客，回乡开起了“红色主题”农家
乐，生意最好时一天能接待400多名客
人。如今，她在老区入了党，当上了村
干部，干劲十足。在梁弄镇一片420亩
的普通农田上，“初新农庄”像是一座

“稻田里的自然艺术馆”，每逢周末，这
里年轻人云集，有的坐在农田里开会、
培训，有的开起文艺集市或音乐集市。
80 后张晓波作为农场的负责人，引进
了黄颜色的香蕉葫芦、能做水果雕刻的
蛇瓜等果蔬新种，带领当地农户种植，
再回收制作伴手礼，带动146户农户增
收五六百万元。

新业态项目跟着新青年走进老区，
盘活一方产业。去年，四明山区域实现
旅游人数741万人次，旅游收入21.7亿
元，集体经济总收入1.65亿元。

8700多名年轻人回流余姚四明山区，带来新理念新业态

老区来了青年“合伙人”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

早春 3 月，在嘉兴市秀洲区洪合镇，嘉兴机场主体工程
正在紧锣密鼓地施工，一条开阔平整的飞机跑道初见雏形。

从图纸描绘到轮廓逐渐清晰，嘉兴机场项目已进入全面开
工建设阶段，预计到2025年投入运行。建成后，嘉兴机场可起
降波音737、空客320系列等主流民航客货机，开通至国内各主
要城市航线及境外国际航线，满足年旅客吞吐量180万人次、
货邮吞吐量10万吨的目标设计，打造全球航空物流枢纽中心。

物畅其流、货如轮转，是城市繁盛的标志。今年政府工
作报告提出，完善现代物流体系。其实，“物流”“快递”“电
商”等，多年来均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有所提及。去年 11 月，
国家发改委发布了 2022 年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名单，在入选
的 25 个国家物流枢纽中，嘉兴生产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名
列其中，为全省唯一。

每个拥有超级城市梦想的地方，都希望成为物流枢
纽。因为物流背后，往往是制造、商贸、人才、金融、资源的
汇合，发酵酝酿，再成长为区域经济板块的中心。

谁能用好物流这个“大流量”，谁就能占得先机。眼下，
嘉兴正在打造长三角城市群重要中心城市，此次入选“国家
队”，或许会为它在“强邻环伺”的竞争中增添一份新“筹码”。

一
国家物流枢纽建设，我国已布局多年。早在 2018 年，

国家发改委、交通运输部就明确提出要选择具备一定基础
条件的城市作为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规划建设一批国
家物流枢纽。

而根据此次发布的入选城市名单和国家发改委的公开
披露信息，我们可以看到，枢纽协同能力、多式联运功能、产
业联动程度都是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布局的重要依据，对承
载城市的要求还是比较严苛的。

嘉兴缘何入选“国家队”？
“区位综合优势、物流基础优势、产业集群优势、多式联

运优势，是嘉兴的四大优势。”嘉兴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说。
看区位。嘉兴地处长三角地理中心、海陆江大通道交

汇点，是浙江全面接轨上海的桥头堡，开车一个半小时就能
到沪、杭、苏、甬四大万亿级城市。

摊开地图，嘉兴公、铁、水、空立体交通齐头并进。全市公路网密度、高速公路密度
均居浙江首位；已有沪昆铁路货运线，开行首条海铁联运集装箱班列；嘉兴港位列全球
百大集装箱港口第83位，与上海、宁波两大世界级港口建立了深度合作关系⋯⋯

看基础。位于枢纽区域范围内的嘉兴现代物流园为首批 29 个国家级示范物
流园区之一，连续 9 年被评为国家优秀物流园区，集聚物流及上下游企业 500 余
家，其中有沃尔玛等世界500强企业6家、德邦等中国500强企业5家。

最后说优势。嘉兴国家物流枢纽选址秀洲区，紧邻嘉兴经济技术开发区、嘉兴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两大国家级开发区。枢纽周边 80 公里范围内，集聚 36 个省
级以上产业园区、47 个全国千强镇、34 个工业强镇，工业总产值超过 2 万亿元，为
物流业发展提供了巨大潜力空间。

而为什么是“生产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在该负责人看来，这与嘉兴的经济
特色相匹配，符合其产业发展的实际。

了解嘉兴的人都知道，制造业是其雄厚的家底。去年，嘉兴全市生产总值达
6739.45亿元；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2815.63亿元，其中汽车制造业、计算机通信业
和电气机械制造业增加值分别比上年增长22.8%、22.5%和20.8%，保持两位数增长。

雄厚的制造业催生出巨大的物流需求。嘉兴发挥海河联运优势，释放长三角
海河联运枢纽港建设效能，积极拓展东南亚、东北亚两大近洋航线，海河联运集装
箱内河航线已增至 22 条。去年，嘉兴港完成货物吞吐量 1.32 亿吨、集装箱吞吐量
285.39 万标箱，较上年分别增长 4.33%、28.44%，两项生产指标均稳居全省沿海港
口第二位；集装箱吞吐量增速全省沿海港口第一。

二
枢纽意味着能级。物流枢纽意味着庞大的线下流量，也意味着巨大的商品流、

人流、资金流、信息流。
从全国看，古代的广州、泉州、宁波即是如此集大成者，成就了辉煌；近现代以

来，沿海的上海、香港、深圳等，也先后成为举足轻重的城市，甚至成长为世界级制
造、金融、物流航运中心；内陆的沿江城市南京、武汉、重庆等，也较早享受到物流枢
纽带来的红利。 （下转第二版）

嘉兴打造长三角城市群重要中心城市增添新筹码一座城市的流量思维

本报记者

沈烨婷

郁馨怡

民族复兴、国家统一是大势所趋、
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在十四届全国人
大一次会议上，习近平主席从强国建
设、民族复兴的战略全局出发，对扎实
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和祖国统一大业
提出明确要求，指出“推进强国建设，离
不开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强调

“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和‘台独’分裂
活动，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一国两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伟大创举，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
统一是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党的十
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全面准确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坚持“一
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
自治的方针，推动香港进入由乱到治走向
由治及兴的新阶段，香港、澳门保持长期
稳定发展良好态势；提出新时代解决台湾

问题的总体方略，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牢
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特别
是面对香港局势动荡变化，依照宪法和基
本法有效实施对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治
权，制定实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
全法，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香港局势
实现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深入推进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支持香港、澳门发展经济、
改善民生、保持稳定。 （下转第二版）

扎实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和祖国统一大业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要讲话

人民日报评论员

你知道 800 年前的宋人是怎么生
活的吗？在这个展览上，或许能找到
答案。

3 月 18 日，“宋韵今辉”艺术特展在
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启幕。本次展览
由省委宣传部、省文联、省文化和旅游
厅、省教育厅、省文物局、杭州市委、杭
州市政府和中国美术学院联合主办，中
国美术学院美术馆、浙江省博物馆承
办，杭州市委宣传部、上城区委、上城区
政府、中国美术学院艺术哲学与文化创
新研究院联合承办。

37 件（套）宋、元、明、清传世书画，
包括国家一级文物 13 件（套）、二级文
物 21 件（套）、三级文物 3 件（套），系统
呈现了从宋、元、明、清到近现代江南地
区的宋韵书画艺术文脉。

一
这是“南宋四大家”800 年后首次

集体“回家”。
李唐、刘松年、夏圭、马远，被称为

“南宋四大家”，他们都与杭州渊源至深。
李唐是跨南北宋变局的关键人物，

被视为“南宋四大家”之首。他创立的
大斧劈皴技法，能使看画的人产生“神
惊目眩”的威压感，笔意不凡。他最知
名的作品《采薇图》“借古讽今”，用艺术
表达了做人的尊严。

这次展出的李唐真迹《濠梁秋水
图》（天津博物馆藏），是稀见的宋画珍
品，见证了他的画风从雄峻厚重转变为
苍劲洒脱的过程。还有一件与他有关
的，是明代佚名仿《采薇图》而作的《谭
道图》。

刘松年，因居住在清波门，故号“清
波”。这次他的代表作《四景山水图》真
迹恰好“回到”了清波门。这组藏于故宫
博物院的国宝级文物，描写西湖四季景
色，显示了画家对家乡山水的挚爱之情
和对西湖景色的细致体察，令观众似乎
穿越800年的时空与之共鸣。

马远和夏圭，人称“马一角”“夏半
边”，作品“小中见大”的概括性笔墨，凸
显强烈的空间感。展览中，马远的《雪
屐观梅图》（上海博物馆藏）、《松寿图》

（辽宁博物馆藏），夏圭的《烟岫林居图》
（故宫博物院藏），都是宋韵江南书画艺
术的经典之作。

一个作品的背后，就是一个故事。
比如赵孟頫的《行书吴兴赋》，现藏

于浙江省博物馆，是浙博向故宫博物院
申请来的。

故宫博物院有那么多名家珍品，
浙江为什么想要这件作品？浙江省博

物馆副馆长许洪流道出了原因。赵孟
頫出生于湖州吴兴，此地书传有道，湖
笔生花，名家频出。许洪流说：“赵孟
頫的这幅作品，对浙江很有意义。赋
文就是他自己写的。以书法艺术来
说，这篇行书融楷、行、草于一体，精彩
绝伦。”

这是一场规模空前的宋画真迹“聚
会”。

两宋时代秉持文化正统，艺术也不
例外。北宋郭熙作品存世极少，此次展
出的《溪山行旅图》是云南博物馆书画
类藏品的镇馆之宝，首次出馆展出；藏
于安徽徽州历史博物馆的北宋翟院深
的《雪山归猎图》气象万千。这两幅画，
以高远法和平远法呈现古松耸立、山峰
幽深，点缀以小桥、寺观，让人“可行”“可
望”“可居”“可游”。还有南宋马和之《毛
诗图》、佚名氏《柳下双牛图》和明代沈周

《湖山佳趣图》、吴彬《莲社求友图》等，
均为来自各大博物馆的顶级藏品。

二
你能在现场看到几个西湖？在一

楼的圆厅，有N个。
这个“湖山信美”板块，细致展示了

南宋以来以杭州西湖为中心的历代书
画精品，承载了湖山胜景丰厚的人文内
涵和美学价值。 （下转第二版）

“宋韵今辉”艺术特展昨开幕

800年前西湖长啥样？宋画告诉你答案
本报记者 陆 遥 实习生 单予晴 通讯员 胡心云 贾毓秀

3月18日，观众在“宋韵今辉”艺术特展观展。 本报记者 徐彦 摄

33 月月 1818 日日，，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
游客划着皮划艇游客划着皮划艇，，乐享周末休闲时光乐享周末休闲时光。。自自
元旦起元旦起，，包括西溪湿地在内的杭州包括西溪湿地在内的杭州 4141 个个
景区景点持续景区景点持续 33 个月实行首道门票免费个月实行首道门票免费，，
让利于民让利于民。。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董旭明董旭明 摄摄

乐享周末乐享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