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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开发区的瑞
斯乐公司是南京云海
特种金属股份公司旗
下的一家全资子公
司，主要从事镁合金
和铝合金产品的开
发、加工，配套服务于
汽车、电子等行业，销
售额连续三年实现
40%以上的增长。目
前，该公司已规划建
设新项目，预计今年
上半年动工。图为该
企业高端铝棒生产车
间技术员正在进行操
作。

居朕宇 王林山
摄影报道

张利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支部组织生活会
本报讯（记者 葛维祥）14日上午，市

政府办公室第一党支部召开组织生活会，
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利以普通党员身份参
加会议。他强调，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正确
的理想信念，牢记使命吃苦耐劳履职尽职，
严格遵纪守规和绝对服从，正确面对看淡
个人得失。

组织生活会上，市政府办公室第一党
支部组织了一堂生动的微党课，集中学习
了《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观
看了王继才同志先进事迹纪录片《孤岛 32
年》，开展了学习体会交流讨论，内容丰富，
形式新颖，气氛热烈，全体党员深受感染和
教育。张利对本次活动给予了充分肯定，他

指出，开展经常性党支部组织生活会不仅
是“三会一课”制度的要求，也是加强党员
学习、教育、交流，提高党员党性修养的重
要载体和途径，全体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
干部要带头参加支部或党小组组织生活，
不断提升党性修养，强化党员的“仪式感”。

张利要求，市政府办公室每一名党员
要学习王继才同志先进事迹，大力弘扬爱
国奉献精神。他强调，政府办全体党员干部
的理想信念要树得好，不容有任何偏差和
任何动摇，始终做到守正如一，要切实承担
起县级行政架构中枢部门的工作重任，当
前任务主要是紧扣“四个定位”，以服务全
市高质量发展为统揽，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落实好市委市政府各项决策部署；履职
尽职要吃得苦，要围绕中心，顾全大局，吃
苦耐劳，根据办公室工作的多元化特征，把
握好工作尺度、方向和火候，特别是在办公
室的文字工作和值班工作方面，更要牺牲
小我，讲求奉献，不折不扣完成各项工作任
务；遵纪守规要把得严，对重要事项和重大
决策，要做到坚决服从，严守纪律，把规矩
和纪律挺在前面，做到政令畅通，树立办公
室良好形象，为政府部门作好表率；看淡得
失要耐得住，作为在领导身边工作的人员，
要正确处理好与部门、基层、社会等方面利
益关系，守住底线，清正廉洁、公道正派，要
正确面对和看淡个人得失，倡导王继才守
岛精神，立足本职工作比奉献。

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成员杨文喜，市
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赵广华，副市长王永海、
李生、张军、傅晓也以普通党员身份一起参
加了组织生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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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管玮玮）
14日上午，市委书记勾凤诚
赴周山和界首镇，走访慰问
当地新增最贫困家庭，实地
了解每户家庭的生活困难以
及精准帮扶措施的落地情
况。他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
要精准有效做好帮扶最贫困
家庭工作，以最扎实的工作
举措，持续推动各项精准扶
贫政策落地落实，确保帮扶
工作真正取得实效。

勾凤诚先后走访慰问了
周山镇万福村闵春林，界首
镇龙翔村时加桂和李国山、
永安村杨永兰、界首村印宏
祥、甓湖社区周为军和秦德
智等 7户最贫困家庭，详细
了解这 7户家庭的致贫原
因、帮扶政策落实情况以及
取得的实际成效。家住界首
镇龙翔村的时加桂夫妇都已
近 80岁，两个儿子在 2010
年均因车祸死亡，两个儿媳
先后携子女改嫁。多年来，孤
苦无依的夫妇俩时常患病，
又无固定生活来源，生活十
分困难。勾凤诚来到时加桂
家中，关切地询问他们夫妇
俩目前的生活状况。时加桂
充满感激地握着勾书记的手
表示，去年他家被纳入第二
轮最贫困家庭以后，一系列
的帮扶政策大大缓解了家中

的困境，目前他和老伴已有了固定的生活来源，不
久后，镇里还会出资为其进行危房改造，以帮助他
们改善居住环境，他从心眼里感激共产党、感激党
的好政策。看到时加桂夫妇饱经风霜的脸上不时
露出开心的笑容，勾凤诚十分欣慰，他说：“虽然你
们的家庭遇到了各种困难，但有党和政府的关心，
你们的晚年生活就一定会有保障，你们要多保重
身体，以积极乐观的心态面对生活。”同时，勾凤诚
还叮嘱相关部门要继续重视这类贫困家庭，时刻
关注他们的生活，确保这类老年群体能够老有所
养、老有所依、老有所靠，生活基本无忧。

走访中，勾凤诚对首轮接受精准帮扶的最贫
困家庭目前的生活状况仍然十分挂心。家住界首
镇永安村的贫困户梁加顺是一名丧偶又失明的独
居老人，2017年被纳入市级最贫困家庭帮扶后，
政府不仅帮其修缮了房屋，还帮助购买了城乡基
本医疗和商业保险，并办理了专人护理补贴。在梁
加顺家中，当看到他在其弟弟照顾下，生活状况和
居住条件都得到明显改善时，勾凤诚欣慰不已，他
要求随行的镇、村干部要持之以恒、锲而不舍地做
好帮扶和动态管理工作，以最扎实的工作举措，持
续推动各项精准扶贫政策落地落实，确保帮扶最
贫困家庭工作真正取得实效。

勾凤诚还专程前往周山镇敬老院、吴堡村居
家养老服务中心以及界首镇敬老院，看望慰问居
住在那里的五保户老人以及失能、半失能老人，详
细了解敬老院和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目前的运营情
况，并对敬老院未来加大转型升级力度、努力拓展
服务内涵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

省委第三巡视组对我市开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专项巡视工作动员会召开
根据省委关于巡视工作的统一部署，

2019年 3月 11日，省委第三巡视组对我
市开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专项巡视工作动
员会召开。会前，省委第三巡视组向市委书
记勾凤诚传达了省委书记娄勤俭同志近期
关于巡视工作讲话指示精神，通报了有关
工作安排。会上，省委第三巡视组组长王建
国就即将开展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专项巡
视工作作了讲话，并就配合做好巡视工作
提出要求。扬州市委书记谢正义就高邮市
委接受巡视监督、配合和支持巡视工作提
出要求。勾凤诚主持会议并作表态发言。

省委第三巡视组副组长鄂忠伟、任国
平及有关同志，扬州市委常委、纪委书记、
监委主任李航，高邮市委和人大常委会、政
府、政协领导班子成员，法院、检察院党组
主要负责人出席会议；高邮市纪委监委、组
织部、农业农村局领导班子成员，其他乡村
振兴工作相关职能部门党政主要负责人，
巡察办主任和巡察组组长，所辖下一级党
政主要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

王建国指出，巡视是党内监督的战略
性制度安排，具有独特的政治优势、政治权
威和政治要求，担负着坚决维护习近平总
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
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重大政
治责任，首要任务是推动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的贯彻执行，保障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
的落实。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
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2017年底习近平总
书记在徐州视察时，专门就我省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作出重要指示。这次省委决定开
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专项巡视，就是落实

“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到哪里，监督检查就应
跟进到哪里”的要求，对这一战略在全省贯

彻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的一次创新实
践。

王建国强调，本轮专项巡视，省委第三
巡视组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树牢“四个意识”，践行“两个维护”，
认真贯彻巡视工作方针，切实把握政治巡
视内涵和“再监督”工作定位，突出“专”的
特点，做到“八个聚焦、八个检查”，着力发
现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的责任问题、
腐败问题、作风问题，深入查找中央和省委
乡村振兴决策部署落实、市委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主体责任落实、纪检监察机关监督
责任落实以及各类监督检查发现问题整改
落实等方面的政治偏差，并将上轮省委巡
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情况、省委关于中央
第七巡视组巡视江苏省反馈意见整改工作
方案落实情况作为监督检查的重要内容。

王建国指出，省委巡视组是省委派出
的，体现的是省委的权威和信用。做好专项
巡视工作，维护省委的权威和信用，是省委
巡视组和被巡视党组织共同的政治责任。
高邮市委和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
要正确认识、端正态度，敢于直面问题，切
实增强接受监督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确保
巡视工作取得扎实成效。

谢正义就高邮市委接受巡视监督、配
合和支持巡视工作提出要求。要提高政治
站位，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论述上来，
以更高的政治站位和政治觉悟接受监督检
查，用实际行动践行“两个维护”。要全力支
持配合，自觉主动接受监督，实事求是反映
情况，客观实在汇报工作，让巡视组真实、
全面地了解高邮市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进

展、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全面从严治党情
况。要落实政治责任，更加有力地把全面从
严治党的各项要求落到实处，坚持立行立
改，主动查漏补缺，不折不扣抓好专项巡视
发现问题整改，以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推
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和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各级干部的精神面貌
有新变化，工作作风有新改进，各项事业有
新发展。

勾凤诚表示，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
干部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提高
政治站位，精心、用心、细心做好各项工作，
坚决贯彻省委巡视工作部署；扛起政治责
任，把握机遇、聚焦重点、凝聚合力，奋力谱
写乡村振兴高邮画卷；强化政治担当，坚持
问题导向，坚持即知即改，坚持建章立制，
从严抓好巡视发现问题整改落实，奋力开
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据悉，省委第三巡视组将在高邮市工
作2个月左右。巡视期间设专门值班电话：
0514-84881146， 接 收 短 信 手 机 ：
18100601807，专门邮政信箱：扬州市高
邮 A001号邮政信箱，电子信箱：xun-
shisanzu2019gy@163.com，同时在高邮
市海潮东路 28号行政中心信访接待大厅
设置联系信箱。巡视组每天受理电话时间
为：8:00-18:00；受理信访时间截止到
2019年5月5日。根据有关规定，巡视组
主要受理涉及被巡视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
成员、省委管理的其他干部以及下一级主
要负责人、相关重点岗位干部（含已离退
休、已调离）的问题反映。其他不属于巡视
受理范围的信访问题，将按规定转交高邮
市和有关部门认真处理。

“王鲜记”：养蟹致富道路宽 乡村振兴显身手乡村振兴
高邮实践 （详见 3版）

今日总值班 夏在祥
责编 张维峰 版式 张增强

“双节”招商工作再推进
本报讯（通讯员 杨龙 解大炜 记者

翁正倩）12日下午，我市召开“双节”专
题招商活动第一次对接会，旨在将十五
届中国双黄鸭蛋节暨扬州“烟花三月”国
际经贸旅游节招商目标任务落到实处，
对“双节”招商工作再推进。

据了解，近一个月来，各乡镇、园区
及有关部门按照“春季招商迎节庆”活动
要求，对照邀客、签约目标任务，加大“走
出去”“请进来”力度。截至2月底，全市
共派出招商小分队 92批次，拜访企业
（客商）129家，接待来邮考察客商 150
批次。初步落实来邮参加“4·17”活动的
客商 152名，“双节”期间签约项目 79
个，其中总投资 10亿元以上项目 11

个，2000万美元以上项目6个。
会议要求，各招商责任单位要强化

主体责任，把节庆经贸招商作为当前经
济工作的首要任务，细化招商方案，明确
分工抓成效；锁定区域快出击，结合各自
在外人脉资源及现有合作企业渠道等有
利信息准确定位，以企引企，主动出击；
突出产业链招商，立足我市重点发展的
工业“4+4”特色产业及现代农业、现代
服务业，着力主攻高质量项目，确保“双
节”邀客、签约等目标圆满完成。

会前，与会的乡镇、园区及相关部门
分管负责人还实地观摩了卸甲镇苏中循
环经济产业园、扬州国家农业科技园等
项目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