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8

版

2019 年 2 月 3 日 星期日
责任编校:娄正志
组
版:洪 薇
联系电话:80259326

广 告

投稿信箱 E-mail:xh.xwzx@163.com

2019 年 2 月 3 日 星期日 农历戊戌年十二月二十九 第 7608 期 今日 8 版
中共兴化市委 兴化市人民政府 主办

兴化市新闻信息中心

承办

兴化新闻网：
http://www.xinghuanews.net/

新闻热线：
0523-80259339

投稿信箱：
xh.xwzx@163.com

全市总结表彰暨效能建设大会要求

在高质量建设里下河生态经济示范区上迈出更加坚实步伐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顾秀文）2 月 2 日下
午，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总结表彰暨效能建
设大会。会议动员全市上下进一步解放思
想、改革创新，燃烧激情、争先进位，提振精气
神，激发新活力，冲刺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在高质量建设里下河生态经济示范区上
迈出更加坚实步伐。
会上，市委副书记葛志晖，市委常委、常
务副市长徐立华，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刘春龙
分别宣读了《关于表彰 2018 年度先进集体、先
进个人的决定》
《关于表彰 2018 年度“骏马奖”
先进典型的决定》
《关于 2018 年度“改革创新
奖”获奖项目的通报》
《关于命名表彰兴化市
2018 年度人物的决定》。市委、市政府与各乡
镇（街道、开发区）签订目标责任书。
市委书记李卫国从产业质态不断提升，
着力突破高质量发展拐点；生态经济步伐加
快，着力抢占高质量发展高点；群众生活更加
幸福，着力打造高质量发展亮点；党的建设全
面加强，着力敲响高质量发展鼓点四个方面，
充分肯定了 2018 年工作成绩。他指出，取得
这样的成绩，是全市各级党组织齐心协力、奋
力拼搏的结果，是各乡镇（街道、开发区）、各
部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结果，更是广大干
部群众锐意进取、真抓实干的结果。今年是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是决胜高水平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
之年，也是高质量建设里下河生态经济示范
区的全面提升之年，机遇与挑战并存，压力与
动力同在。全市上下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信心决
心，致力里下河生态经济示范区建设，一切围
绕高质量转，一切围绕高质量干，聚精会神办

优。

好自己的事，坚定不移争当生态经济发展排
头兵。
李卫国要求，要高点定位，高位追求，一
着不让强担当。强化目标导向，以高站位提
升引领力，在现代产业支点上要向“南”看齐，
在绿色发展支点上要与“北”争先，在区域融
合支点上要向“外”借力，在深化改革支点上
要向“内”挖潜；强化考核导向，以高标杆提升
竞争力，抓实“六个高质量”这个核心，抓牢党
建考核这个关键，抓好满意度测评这个重点；

强化实干导向，以高效率提升落实力。要接
力拼搏，接续奋斗，一张蓝图绘到底。市委十
二届六次全会和市十六届人大三次会议已对
今年的工作作出全面部署，要牢牢把握重要
战略机遇期，紧紧围绕“四大生态”，绘就“大
写意”，精雕“工笔画”，为高质量建设里下河
生态经济示范区增色添彩。要打造金色引
擎，让经济生态更出新；要致力绿色固本，让
自然生态更出众；要聚焦暖色富民，让社会生
态更出彩；要坚持红色领航，让政治生态更出

李卫国强调，要精准发力，精细落实，一
以贯之提效能。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过硬
的作风和良好的环境作保障，必须持续掀起
“效能革命”，向作风要执行力，向效能要生产
力。要把营商环境作为“晴雨表”，紧扣“全省
前列、第一方阵”的目标追求，把优化营商环
境作为提升服务效能的重要突破口，推动全
市作风效能、营商环境根本好转，人人争做
“不叫不到、随叫随到、服务周到”的“金牌店
小二”。要把督查检查作为“主抓手”，市领导
要实干为先，督查靠前，发现在早，争做一线
干部，不做甩手掌柜；各乡镇（街道、开发区）、
各部门“一把手”要有强烈的“一把手”意识，
既要有布置，又要有检查。要把真考实评作
为“助推器”，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
束并重，真正体现“干与不干不一样、干多干
少不一样、干好干坏不一样”，最大限度地调
动广大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市长方捷主持会议。他要求各乡镇（街
道、开发区）、各部门要狠抓关键措施，锤炼过
硬作风，强化责任担当，推动各项工作迈上新
台阶。要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围绕
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高质量建设里下
河生态经济示范区，以勇于担当的意识、扎实
苦干的作风，努力使发展蓝图落地生根、政策
举措发挥实效。要进一步完善综合绩效考评
机制，立好“风向标”，拿好“指挥棒”，考出重
点、考出压力、考出干劲，把落实市委、市政府
决策部署的实际成效，作为衡量机关效能和
工作作风的重要标准，努力推动全市上下积
极行动、高效履职、争作贡献。
市四套班子全体负责人参加会议。

奋力推进新时代兴化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市纪委召开十二届四次全体会议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顾秀文）2 月 1 日下
午，中国共产党兴化市第十二届纪律检查委
员会召开第四次全体会议。会议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
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
全会精神，按照中央纪委三次全会、省纪委四
次全会、泰州市纪委四次全会和市委十二届
六次全会部署要求，总结 2018 年纪检监察工
作，部署 2019 年重点工作。
市委书记李卫国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
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金永忠作工作
报告。
李卫国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
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站在新
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高度，充分肯定
了党的十九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的新的

重大成果，深刻总结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们党
进行自我革命、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宝贵
经验，对以全面从严治党巩固党的团结统一、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保障作出
战略部署，充分彰显了我们党自我净化、自我
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高度自觉，使我
们受到了一次深刻的党性教育和精神洗礼。
全市各级党组织和纪检监察组织要把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重大政治
任务，深刻领会“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
利”的重大判断，深刻领会“党永葆先进性和
纯洁性”的经验总结，深刻领会“取得更大战
略性成果”的部署要求，深刻领会“领导干部
必须知行合一”的谆谆教诲，切实增强贯彻落
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李卫国强调，党的十九大以来，全市各级

党组织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
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把全面从严治
党摆在突出位置、紧抓不放，管党责任压紧压
实，政治建设不断加强，党风政风更加好转，
惩治腐败有力有效，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斗争取得新成效。做好今年全面从严治党工
作，要认真贯彻中央纪委三次全会、省纪委四
次全会、泰州市纪委四次全会和市委十二届
六次全会的部署要求，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
为统领，推动中央、省市委各项决策部署落地
生根；坚持以作风建设为抓手，精准施策靶向
治疗，教育和制度并重，坚决破除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坚持提高日常监督长期监督质效，
重常态、重延伸、重嵌入，牢牢把握监督第一
职责；坚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强化不敢腐的

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
觉，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
李卫国要求，要严格执行党内政治生活
准则，始终做到信念坚定、党性坚强。坚决践
行“两个维护”，坚决执行民主集中制，坚决落
实请示报告制度，坚决营造健康的工作关系，
紧紧抓住责任落实这个根本保证，切实履行
党委主体责任、纪委监督责任、党委书记第一
责任、班子成员“一岗双责”，推动形成鼓励担
当作为、支持善作能为、问责无所作为、惩治
腐败行为的鲜明导向。各级领导干部必须从
知行合一的角度，条条对照检查，明差距、知
不足、补弱项，真正做到学习不止、实践不止、
修身不止，努力做法治最坚定的维护者、德治
最积极的倡导者、政德最有力的践行者。
（下转第 2 版）

康社会收官打下决定性基础，以优异成绩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市长方捷在致新春贺词时指出，
2018 年是
令人难忘的一年，
是全市上下
“解放思想、
燃烧
激情”
的一年，
是
“对标找差、
争先进位”
的一年,
这一年，
我们全力以赴稳增长、
调结构、
促转型，
一着不让抓项目、大推进、求突破，积极稳妥推
改革、促创新、降成本，坚持不懈重统筹、提品
质、优生态，倾心尽力补短板、办实事、惠民
生。2019 年，
我们将围绕市委十二届六次全会
和市十六届人大三次会议作出的决策部署，
系

统打造
“四大生态”
，
推动高质量发展，
争当生态
经济发展排头兵，进一步做强工业经济，放大
绿色优势，致力跨越赶超，加快建设江淮生态
经济发展示范区，
为泰州全力打造江苏高质量
发展中部支点城市勇挑重担、
多作贡献。
会上，与会人员观看了回顾 2018 年全市
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专题片，并欣赏了精彩
的文艺节目。

我市举行迎新春茶话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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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朱 莲 张娈鸾）2 月
2 日上午，市委、市政府举行 2019 年迎新春茶
话会，市四套班子领导与社会各界人士代表
欢聚一堂，辞旧迎新，共话发展。
市委书记李卫国主持茶话会。他代表市
四套班子向参加茶话会的各界代表表示热烈
欢迎，并通过他们向全市各行各业的广大干
部群众拜个早年。李卫国说，2018 年是兴化
发展史上非同寻常、极不平凡的一年。这一
年，我们既抓发展机遇、又有效应对挑战，以
“四大生态”
“八大行动”立起里下河生态经济

示范区的“四梁八柱”，改革发展稳定和党的
建设各项事业取得新进步，高质量发展实现
良好开局，
“全省大公园、人文梦水乡”的美好
愿景正逐渐变成现实，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持续增强。2019 年，站在新的发展
起点上，我们要始终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坚持稳中求进
工作总基调，以稳求进、以进固稳，系统化推
进里下河生态经济示范区建设，坚定不移争
当生态经济发展排头兵，把高质量发展的步
子走得更稳更实更好，为高水平全面建成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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