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邓勇 ■组 版：陈丽丽
■E-mail：dfrbggb@163.com ■电 话：83819042

《大丰日报》编辑部地址：大中镇人民南路 27 号 邮政编码：224100 办公室电话 ( 传真 )：83817585 广告热线：83819042 图片信箱：dfrbsyb@163.c om 承印：大丰教育印刷有限公司

4 专 版
ZHUAN BAN

2017年9月21日 星期四

责编：王忠美 宗敬婷
组版：朱 虹
编辑部邮箱：dfrbbjb@163.com

新闻热线
0515-82032420

今天阴转多云，偏东风3到4级，19℃—27℃；
明天多云，偏南风3到4级，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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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月20日，我区召开“两
个全覆盖”改革动员部署暨新任职干
部集体谈话会议。市委常委、区委书
记王荣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
贯彻好中央、省委和市委决策部署，
提高政治站位，坚持同心同向，扎实
推进巡察和派驻监督“两个全覆盖”，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向基
层延伸，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
态，为建设“强富美高”新大丰提供坚
强政治保证。

王荣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牢记
职责使命。他指出，实现“两个全覆
盖”，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是深入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然要求，也是
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充分认识推进巡
察和派驻机构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

性，真正把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中央和省市区委的
部署要求上来，切实把巡
察工作“政治体检”和派
驻监督“前沿哨所”的作
用发挥出来，坚持把纪律
规矩挺在前面，及时发现
纠治领导班子和领导干

部存在的问题，认真查纠发生在群众
身边的不正之风，进一步密切党同人
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积极营造风清气
正的良好社会氛围。区委巡察机构要
明确角色定位，把政治纪律和政治规
矩放在首位，将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
化政治生态作为基本政治要求，压紧
压实区级机关单位党组织从严管党治
党的政治责任，厚植党执政的政治基
础。要提升巡察和派驻监督实效，坚
持问题导向，做到冲着问题去、围着问
题巡、揪着问题察、盯着问题督，充分
发挥震慑遏制治本作用。

王荣要求，要坚持同心同向，确保
巡察和派驻监督“两个全覆盖”改革成
效。要主动承担工作职责。各级党委
（党组）及其主要负责同志要统筹协
调，全面负责，切实抓好组织领导和贯

彻落实。区纪委要牵头抓总，加强协
调督导，统筹推进改革。各相关部门
要各司其职，形成“两个全覆盖”改革
工作合力。要主动落实主体责任。各
级党组织要进一步增强主体责任意
识，尤其是“一把手”要切实履行“第一
责任人”责任，做到一级抓一级、层层
传导压力，真正把全面从严要求落实
到党的建设各个领域、各个方面。要
主动自觉接受监督。全区各级党组织
要坚决落实区委决策部署，各级党员
领导干部要自觉放好样子，主动征求
巡察组和驻在部门派驻纪检组意见建
议，努力为巡察和派驻机构开展工作
创造有利条件。

王荣强调，要切实加强自身建设，
全面树立巡察和派驻干部良好形象。
新任职的巡察、派驻干部要旗帜鲜明
讲政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
度一致，切实增强“四个意识”，牢记职
责使命，对党绝对忠诚，时刻保持政治
定力，增强政治敏锐性。要提升履职
能力。强化理论学习，认真学习党章
党规党纪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
话精神，努力提升自身的政治觉悟、思

想层次和业务水平，切实做到爱岗敬
业、履职尽责。同时要注重学以致用，
提升对形势的分析把握能力、决策的
理解执行能力、复杂问题的处理解决
能力和工作的协调推动能力，尽快融
入新岗位、适应新环境。要加强团结
协作。巡察组、派驻纪检组要积极营
造和谐健康、心情舒畅的良好氛围，各
位巡察组长、派驻纪检组长要带头搞
好组内团结，强化保密纪律，带着真情
实感为大家办实事、办好事。要发挥
表率作用。强化底线意识，加强自我
约束，强化责任担当，用实际行动树立
起自身良好形象，不断推动全面从严
治党向基层延伸，努力营造风清气正
的政治生态，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
九大胜利召开。

会议宣读了《关于全面落实区纪
委向区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机
构的方案》《盐城市大丰区纪委派驻机
构工作职责》和区委巡察机构、区纪委
派驻机构新任职干部任职文件。草庙
镇、区人社局、第四巡察组、第八派驻
纪检组负责人作了表态发言。

区领导陈允春参加会议。
（顾晶晶）

王荣在“两个全覆盖”改革动员部署暨新任职干部集体谈话会上强调

提高政治站位 坚持同心同向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

近年来，新丰镇太兴村以 226 省道
为轴，先后引进艾伦特、金色农业等家
庭农场入驻，吸引游客进园采摘新鲜水
果，与荷兰花海形成一轴两翼互补发展
模式。同时，该村依托斗龙港生态组团
的发展优势，发挥乡村的独特禀赋，实
现田园生产、田园生活、田园生态有机
结合，美丽乡村建设有序推进。

上图:太兴村交通便利，226省道、盐
丰高速穿境而过，为该村的快速发展提
供了有力保障。

中图:太兴村大力推进农业结构调
整，目前绿化树木种植面积 3000 多亩，
各类蔬菜大棚近2000亩。

下图：太兴村农民别墅区正在建设
之中。

邱鹏 摄

本报讯 今年以来，我区牢牢把握
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加大招商引
资力度，提高招商实效，力促全区经济
发展添增量。

突出项目为王不动摇。以招商引
资百日竞赛为契机，在全区掀起新一
轮主攻重大项目引进、聚焦重大项目
建设、突破重大项目发展的新热潮。
突出招大引强不动摇。进一步拓展招
商信息源，瞄准重点产业、热点区域、
产业链等关键环节，积极招引设备投
入大、市场前景好、产业关联度高、产
品竞争力强的大项目、好项目、产业龙
头项目、外资项目。突出项目落户不
动摇。执行好“五个一”工作机制，凡

成熟度高的重大项目，迅速组建相应
工作班子，全程负责重大项目的备案
核准、环境评价、土地规划、工程设计
等工作，力促项目落地生根、开花结
果。突出抢工会战不动摇。强化要素
协调，有效化解矛盾问题，当好“店小
二”，抢抓当前施工黄金季节，组织人
力设备，倒排序时，挂图作战，推动项
目快建设、快投产、快达效。 （左琛）

招商实效助力发展添增量

本报讯 日前，在以“加快新旧动能
接续转换抢抓数字经济发展先机”为主
题的2017中国两化融合大会上，工信
部公布了2017首批国家级两化融合贯
标试点企业名单。我区江苏辉丰农化
股份有限公司榜上有名。

国家级两化融合贯标试点企业的评
选条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企
业，财务状况和运营情况良好；两化融
合工作具备良好基础，管理规范，对建
立两化融合管理体系有需求；具有建立
实施管理体系的经验，如质量、环境、能
源、职业健康安全、信息安全和信息技
术服务等。近年来，辉丰公司不断加大
环保、安全、产学研结合力度的同时，全
面深入贯彻创新思维、互联网思维、金
融思维，致力成为全球渠道和服务商，
并努力向“中国企业500强、年百亿销售
额、全球农化15强”的“十三五”规划目标
迈进。 （春涛 殷禹 晓虎）

辉丰股份成国家级
两化融合贯标试点

本报讯 9月18日，省科技厅下发《关
于发布2017年度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企业类）绩效考评结果的通知》，我区共
有3家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类）获
评“优秀”，获优秀数量名列全市前茅。

为促进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良性
发展、奖优罚劣，根据2017年度全省企
业研发机构建设工作的统筹安排，此次
绩效评价对全省装备制造、现代农业领
域874家建设期满的工程中心开展了绩
效考评，共有“江苏省潜水电泵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等268家工程中心绩效考评结
果为“优秀”。我区获评优秀的3家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分别是：江苏丰东热技术
有限公司承担的江苏省热处理及表面改
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苏丰山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承担的江苏省（丰山）手性农
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盐城恒兴饲料有
限公司承担的江苏省沿海养殖鱼类饲料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孙安琦 潘丰）

3家省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绩效获优

坚持项目为王
突破招商引资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文明创建的过
程，是城市文明和市民素质提升的过程。一直以来，我区
整体推进文明服务、文明校园、文明村镇等创建工作，让创
建工作多层次覆盖、多触角延伸，为整个城市增添了新的
色彩和活力。

志愿服务温暖全城

“小伙子，我儿子让我在施耐庵公园等他，他住在健康
小区，我在这里等他没错吧。”9月19日10点，家住草堰镇
丁溪村的刘云霞在施耐庵公园的志愿者服务亭内，向志愿
者咨询道。

一张桌子、一个储物箱、一把红色遮阳伞，就是志愿服
务亭的全部“家当”。虽然布置“简陋”，但在这里市民却可
以得到很多帮助。矿泉水、雨伞、手电筒等小物件可以为
有需要的市民提供方便。在车站、联通公司等单位的志愿
者服务亭内，还设有意见反馈记录簿，在那里市民可以写
下自己的意见与建议，留下电话号码后还会得到工作人员
的电话回访答复。

据了解，目前我区在公园、广场、主要道口等人员密集场
所均设置了志愿服务亭，并安排志愿者提供贴心热情的服务，
以实际行动生动诠释着“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

文明之风常驻校园

规范养成天天讲、文明礼仪定期评……走进我区各所
学校，浓浓的文明“风”扑面而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八礼四仪”及各种文明宣传语遍布学校的每一个角落。
多年来，各学校切实加大“24字”及“八礼四仪”等方面内
容的宣传教育力度，师生知晓率达100%。

9月19日，11点25分，区实验小学食堂内，学生们有序地
拿着自己的餐盘，迅速坐到自己的位置上，开始用餐。整
个过程中，没有嬉闹、没有争抢，一切都井井有条，这是餐
饮之礼的生动写照。“老师好”“你好”“报告”“请进”，这样
的对话时时可闻，这是待人之礼的生动诠释……此外，我
区开辟“行知互动剧场”这一平台，开展“微关爱”走进社
区、“美德少年”“最美教师”评比等活动，让文明之花盛开
在校园的每一个角落，让文明在这里扎根、发芽、开花，结
出丰硕的果实。

文明乡风浸润心田

走进我区村庄，只见房屋错落有致、河水清澈透亮、水泥路平坦宽阔、村民安
居乐业……环境美了，文明的“里子”也可圈可点。据了解，我区将移风易俗工作与
文明村镇建设、村规民约及家风家训传承、文化活动等相结合，打通环境整治和长效
管护的“最后一公里”。通过开展“大丰好人”等评选活动，加大典型示范引领效应；
通过遍布各机关单位、各镇村庄的“道德讲堂”，讲孝老爱亲、爱岗敬业，弘扬正能量。

“以前晚上没事喜欢打打麻将，现在就愿意和大家一起跳跳广场舞，既锻炼了
身体，还能练习舞蹈，参加送戏下乡等活动呢。”草堰镇三元村村民蔡美香告诉记
者，以前干完农活，不是在家看电视，就是打麻将。现在有了活动广场，大家都愿
意跳跳舞、健健身，偶尔还会自发组织文艺演出，丰富大家的业余生活。

如今，只要细心观察，你都会发现，文明的正能量已嵌入我区的每一个角落，
镌刻在城市精神的最深处，反映在每位市民的行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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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建设强富美高新大丰

本报讯 9月13日，草庙镇川洋村
三峡移民王功学拉着前来走访的镇村
干部的手，连声感谢：“多亏了这次矛
盾排查整治，如今我去养猪场的道路
顺畅了，致富路更顺了。”

7月份以来，该镇认真开展“大排
查大整治”工作，在全面推进矛盾纠纷
排查整治工作的同时，组织纪检、司
法、综治、公安等部门，组成联合排查
整治工作组，深入基层各村（居）开展矛
盾纠纷排查调处等工作，努力化解矛
盾，理顺干群党群关系。王功学是养猪
大户，前两年响应上级号召，将养殖场
搬迁至宜养区，但是沿途都是农田，且
道路狭窄，进出很不方便。在这次大排

查中，镇村两级联手把养殖场的道路拓
宽，畅通群众致富路。草庙居委会有
30多户居民由于居住区低洼，排水不
畅，群众反映强烈。大排查中，该镇集
中听取群众意见，拿出切实可靠的整改
方案，组织有关部门实施。经过近1个
月的整治，水系畅通了。

据了解，该镇排查各类矛盾纠纷40
条，目前已化解31条，另有9条正联合
有关部门积极化解。（王娟 李宏俊）

草庙镇深入开展大排查大整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