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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雁程）5 月
13 日上午，市纪委监委巡察组在
我区召开纪委监委巡察工作动
员会，正式启动对区纪委监委的
巡察工作。市纪委副书记、监委
副主任刘向阳作动员讲话，区委
常委、区纪委书记、监委主任朱
金南向巡察组汇报工作情况并
作表态发言。

会议强调，开展系统内部巡
察是强化纪检监察系统自我监督
的创新举措，是加强各级纪检监
察机关自身建设的现实需要，是
推动落实“两个责任”的有效抓
手。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

认识，深刻领会内部巡察工作的
重要意义，切实增强开展内部巡
察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朱金南在表态发言时表示，
区纪委监委将深化认识、端正态
度，积极支持、主动配合巡察组
开展工作，真正在巡察中实现自
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
我提高，一定按照市纪委监委要
求，全力以赴、不折不扣，坚决把
问题整改到位，坚决把措施落实
到位，坚决把成果转化到位，以
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向
市纪委监委内部巡察组交上一
份满意的答卷。

市纪委监委对我区纪委监委进行内部巡察

本报讯（记者 王 丹）5 月 11 日
上午，区委书记吴本辉主持召开区
委常委会会议，审议《盐都区“基层
党建示范带”建设新三年行动实施
方案（2019-2021 年）》《全区网格化
社会治理工作深化方案》等文件，部
署基层党建、城市社区治理、全要素
网格化社会治理等当前重点工作。
区委副书记、区长王娟，区委副书记
冯明印出席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
任顾其斌，区政协主席张建洋列席
会议。

会议研究了党建有关事项，审
议通过了《盐都区“基层党建示范
带 ”建 设 新 三 年 行 动 实 施 方 案
（2019-2021 年）》等文件。吴本辉要
求，全区各级党组织要以系统化思
维抓牢基层党建，围绕全省“五聚焦
五落实”基层党建三年行动计划，统
筹谋划党的政治、思想、组织、作风、
纪律等各项建设，促进城市基层党
建与农村基层党建同步进步。要以
排头兵意识争创党建品牌，在现有

“都来汇”党建联盟等品牌基础上，
学习借鉴先进地区经验做法，与时
俱进创新理念思路，不断增强党建
工作生机活力。要以争一流目标建
优党务队伍，抓好社区“两委”班子
建设，重点建设社区工作者队伍，全
面激发基层活力，提升社区能力。

会议听取了关于全区深化全要
素网格化社会治理工作机制的情况
汇报。吴本辉指出，深入推进网格
化社会治理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的一项基础性工程。要强化党建引
领，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对基层社
会治理的领导核心作用，扎实推进
基层社会治理方式变革，打造共建
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要强
化做细做实，学习借鉴上海闵行等
地网格化服务管理经验，健全完善
网格化社会治理十大运行机制，以
百分百的网格投入实现全区社会大
局的零风险零事故。要强化创新实
干，树牢“标准质量”意识，加快形成

“多网合一、条块联动”的全要素网

格体系，迅速打造盐都社会治理的
“金招牌”。

会议传达了中央和省委、市委
宗教工作督查反馈意见及督查整改
工作专题会议主要精神，听取了区
具体整改措施的情况汇报。吴本辉
强调，全区上下要进一步加强党对
宗教工作的领导，坚决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要结
合实际，细化整改措施，明确整改人
员，切实推动整改工作取得实效。
要坚持部门联动配合，齐抓共管，合
力推进，共同做好民族宗教工作。

会议审议了《关于司法所管理
体制调整的工作方案》。吴本辉指
出，司法所是司法行政机关的最基
层单位，在落实各项服务管理政策
规定上，具有关键性作用。各板块
要充分认识基层司法所体制调整的
重要性，认真执行区委区政府的决
策部署，配合做好人员调整、经费保
障等各项工作。区司法局要加强基
层司法所履职保障和能力建设，强

化司法所组织机构、人员队伍、规范
化、信息化、保障能力和组织领导建
设，进一步发挥司法所在法律服务、
依法治理、法制宣传、维护稳定等方
面的职能，更好地推动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

会议还听取了区退役军人事务
局工作情况汇报。吴本辉强调，各
板块各相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
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
人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大力
弘扬拥军优属的优良传统，坚决把
中央和省委关于退役军人工作的方
针政策落实到位。要精心组织实
施，围绕构建区、镇、村三级退役军
人服务中心（站）目标，配齐配强力
量，规范工作流程，加快组建步伐。
要全面落实退役军人就业安置、教
育培训、帮扶解困等政策，扎实做好
就业创业扶持、优抚帮扶、走访慰
问、权益保障等工作，切实解决好退
役军人切身利益问题，有效维护政
治安全和社会稳定。

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研究部署基层党建、城市社区治理、全要素网格化社会治理等工作

本报讯（张荣峰 范 雅 陈中华）
日前，盐城高新区投资集团成功发行
基金债务融资工具，发行金额 5 亿
元，发行期限3年。这是全国银行间
市场首单创新型债务融资工具，为盐
城高新区推动“资本+产业”的深度
融合，探索出一条全新的路径。

基金债务融资工具全称为银
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
资工具，是指具有法人资格的非金
融机构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的，
约定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有价
证券。目前包括短期融资券、中期
票据、中小企业集合票据和超级短
期融资券等。盐高新集团是盐城
高新区国资国企运营平台，主体信
用评级为 AA+，集团主要业务涉及
园区建设运营、产业投资、类金融、

贸易经营等方面。基金债务融资
工具的成功发行，是盐高新集团把
握国家金融政策方向，充分运用政
府、企业、市场三方资源，坚持实体
化转型、市场化运作、专业化管理
的结果，对于集团做精产业投资、
做优金融服务、培强实体经济，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近年来，盐城高新区坚定践行
新发展理念，对标高质量发展要求，
以培塑特色产业为抓手，坚持项目为
王，着力招大育强，加快推动企业集
群向产业集群转变、产业园区向现代
园区转型。特别是智能终端产业从
无到有、快速崛起，三年多时间先后
招引和落户东山精密、赛博宇华、峰
汇智联、华旭光电等各类项目 80 多
个，建成、在建多层厂房近 200 万平

方米，推动智能手机、智能穿戴、智能
视听、智能安防、智能家居等一批企
业梯次落户，初步构建起从核心部件
到品牌整机、从硬件生产到软件研发
的全产业链条，建成盐都首个百亿级
产业集群。

为培大育强主导产业，盐城高
新区坚持“兑现比承诺更重要、服
务比政策更长远”的理念，设立 30
亿元产业引导基金，一方面撬动社

会资本参与产业发展；一方面为发
行基金债务融资工具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本次基金债务融资工具
募集的 5 亿元资金专项用于出资
产业基金，主要投资于智能终端、
高端装备、新能源领域内成长型和
成熟期的企业，聚焦上市公司和龙
头企业，通过“以投促招”“招投结
合”等途径，推动高新区实体经济
高质量发展。

盐城高新区推动“资本+产业”深度融合
盐高新集团成功发行全国首单基金债务融资工具

位于智能终端产
业园的江苏迪佳电子
有限公司，坚持以“工
业 4.0”标准打造智能
车间，不断推动企业向
高端化、智能化和数字
化发展，累计研发各类
功能触摸屏近千种。
同时，公司还抢抓 5G
时代到来的机遇，不断
加大对指纹识别触摸
屏的研发力度，进一步
扩大工业控制触摸屏
的产能。图为公司车
间一角。 钱伟伟 摄

本报讯（记者 杨 雨）5 月 11
日下午，我区召开防汛防旱暨夏
季秸秆“双禁”和综合利用工作
会议，动员全区上下迅速行动、
落实责任、硬化措施，过细做好
今年防汛防旱和秸秆“双禁”工
作，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提供保障。区委副书记、区长王
娟出席会议并讲话，副区长陈霞
主持会议。

王娟指出，防汛防旱和秸秆
“双禁”是重要的节点性工作。
近几年，我区未发生大的汛情，
秸秆“双禁”连续六年卫星监测

“零登记”、省市巡查“零通报”，
但这两项工作不确定因素很多，
成绩也是易碎品，全区上下要认
清形势，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
感，坚决克服麻痹松懈思想和畏
难厌烦情绪，真正将各项措施落
到实处。

王娟要求，要进一步夯实
举措，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
相 结 合 ”，牢 牢 掌 握 工 作 主 动
权。要充分做好基础工作，在保
障质量的前提下抢时间、赶进
度，确保水利工程在 5 月底前水
下工程全部结束、开坝放水；将

秸秆“双禁”任务分解到村组、
落实到农户、明确到地块，落实
到具体作业机手和作业机具，确
保 100%全量还田。要迅速整改
存在隐患，对排查的问题要迅速
行动、立即整改，并结合往年防
汛暴露出的问题，对涉水工程、
险工险段、易淹小区等风险点进
行全面排查，确保在主汛期来临
前全部整改到位。要过细制定
应急预案，以确保人民生命财产
安全为底线，全力做好抢险救灾
各项准备，组建应急队伍、及早
筹备物资、科学调度水情，确保
安全度汛。

王娟强调，全区上下要切实
树立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加强组
织领导、注重沟通协调、严格工作
纪律，以临战的状态和负责的态
度，打好防洪保平安、“双禁”保环
境的攻坚战，为聚力建设“一中心
三高地”、争当全市高质量发展排
头兵提供有力保障。

会议通报了今年全区防汛
防旱准备工作情况、去年秸秆

“双禁”和综合利用情况。学富
镇、高新区潘黄街道、大冈镇分
别作了交流发言。

我区部署防汛防旱暨夏季秸秆“双禁”和综合利用工作

本报讯（见习记者 孙靖邦）5
月 13 日下午，我区召开镇村两
级退役军人服务站筹建工作会
议，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关于做
好退役军人服务机构的部署要
求，加快推进我区镇村两级服务
站筹建工作，为进一步提升退役
军人服务管理水平奠定基础。
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陈育群出
席会议。

陈育群指出，做好镇村两级
退役军人服务站筹建工作，是新
时代退役军人服务、管理和保障

的根基所在，是一项重要的政治
任务。各镇（区、街道）要提高政
治站位，深刻认识做好镇村两级
退役军人服务站筹建工作的必要
性、重要性；要紧扣关键环节，切
实增强做好镇村两级退役军人服
务站筹建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
要狠抓工作落实，有效提升做好
镇村两级退役军人服务站筹建工
作的执行力、保障力，使退役军人
服务站成为退役军人了解政策的
窗口、排忧解难的靠山、创业发展
的平台。

全区镇村两级退役军人服务站筹建工作会议召开

本报讯（记者 王 丹 杨 雨）
5 月 11 日下午，区政府召开全体
会议暨廉政工作会议。区委副
书记、区长王娟出席会议并强
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
国务院和省市廉政工作会议精
神，认真贯彻落实新修订的《区
政府工作规则》，全面推进依法
行政、科学治政，为聚力建设“一
中心三高地”、争当全市高质量
发展排头兵提供坚强保障。区
委常委、区纪委书记、监委主任
朱金南，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张云云，副区长肖乐农、陈霞、迮
大猛、李薇莎、董彬出席会议。

王娟指出，要提高政治站
位，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定不
移加强政治建设，不折不扣落实
中央和省市区决策部署，扎实推
进省委巡视反馈问题整改，真正
把讲政治贯穿政府工作始终。

王娟要求，要积极履职尽

责，增强工作能力、创新工作方
法、提升工作实效，争做新时代改
革发展实干家。要坚持依法行
政，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切实规范
行政行为、严格按照程序办事，着
力推动政府规范高效运行。要扎
紧制度篱笆，严格财政资金使用
管理、严格公共资源交易管理、严
格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不断提升
重点领域管理水平。

王娟强调，要强化“一岗双
责”，坚守社会稳定底线、安全环
保底线、廉洁从政底线，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不断开创政府工
作新局面，为聚力建设“一中心
三高地”、争当全市高质量发展
排头兵作出新的贡献。

会上，区监委通报了省委巡
视反馈政府系统作风建设存在
的突出问题，区发改委、司法局、
行政审批局、市场监管局分别作
了表态发言，高新区盐龙街道作
了书面交流。

区政府召开全体会议暨廉政工作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