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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力绿心打造 全力攻坚突破
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在中共高邮市委十二届三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张 利
（2022 年 8 月 3 日）
同志们：
这次市委全会的主要任务是，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
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
指示精神和视察扬州重要讲话指示精神，认
真落实江苏省委十四届二次全会、扬州市委
八届四次全会要求，总结上半年工作，部署下
半年任务，动员全市上下聚力绿心打造、全力
攻坚突破，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
召开。下面，根据市委常委会研究的意见，讲
三个方面问题。
一、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经济社会发展
交出合格答卷
换届以来，市委常委会聚焦“五个三”重
点工作，综合施策，精准发力，取得初步成
效。围绕“GDP 百强县挺进 30 强”，上半年实
现 GDP430.57 亿元、可比价增长 2.8%，增幅
居扬州六个县（市、区）之首，增速高于国均、
省均、市均水平；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8.07 亿
元，增幅位列扬州六个县（市、区）第二。围绕
“新引进外来人口 3 万人”，
打造
“新高邮人”
服
务平台，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顺利开园；出台
“人才新政 10 条”，上半年引进基础性人才
2673 名、高层次人才 64 名。围绕“新增 3 家
以上上市企业”，宏远电子深交所主板 IPO 已
报证监会待审，卫星新材报江苏证监局辅导；
润华电缆已进入新三板创新层，拟年内报江
苏证监局辅导。围绕夺取“三块牌子”，去年

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创建，在 134 个县级市国
测排名中位列第 50 位，进位明显；国家级文
化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创建有力有
效，入选中国文旅融合创新典范城市；整市屋
顶分布式光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稳步推进，
已签约 43 家单位，开工 27 个分布式项目。围
绕加快推进“三大工程”，宁盐高速完成用地
红线放样，近期开展房屋征迁工作；通用机场
场址核准已通过审查，待有关部门最终审批；

筹发展和安全，交出一份来之不易、提振信心
的合格答卷。交通、水利、高标准农田、文旅产
业发展等四项工作获省政府督查激励。
（一）疫情防控精准有效。毫不动摇坚持
“外防输入、内防扩散”总策略、
“ 动态清零”
总方针，织密织牢常态化疫情防控网络，不
断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和水平。上海疫情暴
发后，快速反应、精准防控，特别是我市出现
1 例输入型本土确诊病例，争分夺秒、果断处
置，未出现疫情扩散。事后认真复盘、举一
反三，创新推出“12345”工作法，首创设立货
车 营 地 ，建 立 工 业 企 业 进 口 货 物 集 中 监 管
仓。同时，强化“一盘棋”思想，积极承接上
海、睢宁、江阴等地隔离人员 1553 人次，累
计选派 1527 人参与上海、常州、苏州、无锡
等地疫情防控工作，为全国、全省疫情防控
大局贡献了高邮力量。统筹抓好疫情防控
和复工复产，开展“纾企困、稳增长”走访调
研，制定出台“惠企 10 条”，累计为各类市场
主体减税和增加现金流 12.32 亿元，发放稳
扬州职大高邮湖校区经扬州市委、市政府同
岗补贴 2200 万元，以最快速度恢复正常生
意，正开展拆迁工作，计划 12 月底开工建设； 产生活秩序。
扬州大学高邮校区初步设计及概算申报材料
（二）经济发展企稳向好。强化经济工作
已报省发改委待批。
调度，常态化召开经济工作办公会、现场推
今年以来，
面对严峻复杂的宏观形势和新
进会，有序开展重大项目“月月看、季度比、
冠肺炎疫情的冲击，
市委常委会团结带领广大
年度考 ”活动，推动项目建设提质增效，传
党员干部群众，
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
艺 科 技 列 省 项 目 进 展 顺 利 ，投 资 进 度 已 超
出的“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 全年计划，76 个列扬州市级重大项目已全
重大要求，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
部开工。
（下转 3 版）

我市组织收看收听扬州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报告会
本报讯（记者 朱亚萍）2 日上午
和 3 日下午，扬州市委理论学习中
心组举行学习报告会，邀请省政协
文史委副主任刘德海和南京大学
商学院教授韩剑，分别就“迎接党
的二十大胜利召开的最新教材”和
“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机遇下构建扬州高水平开放新
格局”作专题学习辅导。张利、田
醒民、张秋红、徐永宝、郑志明等市
四套班子领导在邮参会。
报告会上，刘德海深入解读了
读懂《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
的六个视角，提出要站在新的历史

方位，提高政治站位，深化理性思
性意义，
不断增强
“四个意识”
、坚定
考，带着实践观点，以胸怀天下的 “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要
视野，带着方法论去学习去领悟。 精心做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韩剑以“RCEP 机遇下构建扬州高
四卷学习宣传贯彻的组织工作。
水平开放新格局”为主题，全面阐
坚持领导带头，深入开展多形式、
述 RCEP 的重大战略和 RCEP 生效
分层次、全覆盖的学习宣传活动，
带来的对外开放、经贸合作及产业
统筹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线上和线
升级等新机遇。
下，推动学习宣传进企业、进农村、
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充分认
进机关、进校园、进社区、进网格，
识学好用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让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在人民群
四卷的重大意义。切实增强学习宣
众中入脑入心、落地生根。要把学
传贯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
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的成
的责任感使命感，在持续深入学习
效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中更加深刻领会
“两个确立”
的决定
的实际行动。
（下转 2 版）

张利督查文明典范城市创建工作
本报讯（记者 向宏亮）4 日，市
委书记张利带队实地调研督查农
批市场、老旧小区、商业综合体、背
街小巷等点位的文明典范城市创
建工作开展情况，进一步推动创建
工作走深走实。市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杨文喜陪同督查。
在南门农贸市场、慧聪果品批
发市场、中市口菜场等点位，张利
检查了农批市场内部运行管理和
周 边 环 境 卫 生 ，仔 细 了 解 垃 圾 分
类、摊位管理等情况。他指出，农
批市场是城市重要的公共空间，是

体现城市文明水平的重要窗口，要
把建设与管理、内部管理与外部治
理统一起来，改善提升硬件设施，
健全管理运行机制，大力整治环境
脏乱差和不文明行为，真正让市民
到市场购物成为一种享受。
张利一行还来到惠民花园、怡
嘉天下小区等处，认真检查小区环
境卫生、车辆停放等情况。针对小
区电动车、机动车乱停放、杂物乱
堆放等问题，张利要求，要强化管
理，合理规划机动车车位，确保停
车有序；要按照统一标准要求，对

破损基础设施进行及时维护，完善
公共服务水平，打造优美、干净、整
洁的小区环境，不断提升小区居民
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督查过程中，张利指出，全国
文明典范城市创建是一项长期的
系统性工作，
（下转 2 版）

做常态长效示范 创文明典范城市
今日总值班 陈朝明
值班编委 张维峰
责编 郭兴荣 版式 张增强

朝着中部崛起目标砥砺前行
——一论认真学习贯彻市委十二届三次全会精神
□ 本报特约评论员
厉兵秣马燃斗志，策马扬鞭
自奋蹄。刚刚闭幕的市委十二届
三次全会是在党的二十大即将召
开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重要会
议，吹响了聚力绿心打造、全力攻
坚突破，朝着中部崛起目标砥砺
前行的进军号，为我们干好下半
年工作提供了遵循、
指明了方向。
省党代会提出，要加快推动
江淮生态经济区建设，着力打造
江苏发展的绿心；扬州市委着眼
于“强富美高”现代化建设提出了
在现代化新征程中实现跨越发
展、绿色崛起的目标要求。新一
届市委自我加压、奋勇争先作出
了“聚焦江苏绿心 、加快中部崛
起”决策部署。市委十二届三次
全会提出，下半年坚持以“稳字当
头、稳中求进”为总基调，以“疫情
要防住 、经济要稳住 、发展要安
全”为总要求，以打赢打好“九大
攻坚战”为总导向，以“聚焦江苏
绿心、加快中部崛起”为总目标，
聚力绿心打造，全力攻坚突破。
这是市委对于“聚焦江苏绿心、加
快中部崛起”决策部署的一脉相
承、持续发力，既是一项长期性、
系统性工程，也是一条绿色发展、
跨越崛起的新路。
朝着中部崛起目标砥砺前
行，需要我们牢牢把握“五个三”
这条工作主线，重点围绕坚持产

业强市，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支
撑的现代产业体系，积蓄“江苏绿
心、中部崛起”发展后劲；坚持生
态优先，培育绿色低碳产业，打造
“江苏绿心、中部崛起”发展标杆；
坚持特色彰显，高标准推进大运
河文化带建设，厚植“江苏绿心、
中部崛起”发展底蕴；坚持乡村振
兴，推进现代农业产业高质量发
展，丰富“江苏绿心、中部崛起”发
展内涵；坚持民生导向，推动民生
福祉实现新提升，汇聚“江苏绿
心、中部崛起”发展合力；坚持党
建引领，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为“聚焦江苏绿心 、加快中部崛
起”提供坚强有力保障；在高效统
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
筹发展和安全的基础上，落细落
实工作措施，全力以赴完成全年
各项目标任务，确保在全省县市
中争先进位，在扬州高质量发展
考核中站稳第一方阵。
志不求易者成，事不避难者
进。前进道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
的，任何奋斗目标也都不会轻轻
松松就能实现。全市广大党员干
部要坚定发展信心，拿出永不服
输、永不言败的精神，昂扬咬定目
标、矢志一流斗志，敢与强的比、
敢同快的赛、敢向高处攀，朝着中
部崛起目标砥砺前行，奋力争当
苏中地区的上进生、
优等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