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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可自主点单

家门口能看好戏

泗阳购买公共文化服务赢喝彩
今日推荐

▶

▶相关报道详见 3 版

新华社北京1月7日电 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1月7日全天召
开会议，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
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
民检察院党组工作汇报，听取中央书
记处工作报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
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会议认为，过去一年，全国人大
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
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认真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
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自觉维护习
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
心地位，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

统一领导，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
署，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履职尽
责，推动各方面工作取得新进展，为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实现良好
开局作出了积极贡献。同时，切实加
强党组自身建设，认真贯彻民主集中
制，自觉履行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在
全面从严治党上发挥了表率作用。

会议认为，过去一年，中央书记
处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加强理论
武装、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指导群团
工作和群团改革、推动党内法规制定
实施、筹办重大活动等方面做了不少
工作，充分发挥了职能作用。

会议强调，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

周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
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面
对当前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和繁重
艰巨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全国人大
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
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要带头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
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始终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深入领会党中央对重大形
势的科学判断和对重大工作的决策
部署，切实履职尽责，凝聚和激发各
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精准发

力做好各项工作。要按照新时代党
的建设总要求，认真履行全面从严治
党主体责任，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
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带头贯彻中央八
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坚决防止
和克服一切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打下决定性
基础，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70周年。

会议强调，新的一年里，中央书
记处要在加强和维护党中央权威和
集中统一领导上作表率，勇于担当作
为，提高议事能力，围绕中央政治局、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工作安排抓好落
实，完成好党中央交办的各项任务。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
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工作汇报 听取中央书记处工作报告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本报讯 （记者 耿 联） 省委常委会1月7
日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做好

“三农”工作的重要指示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精神，研究部署相关工作。省委书记娄勤俭主
持会议。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做好“三农”工
作的重要指示，确定了今明两年“三农”工作的
总基调，为我们做好“三农”工作提供了根本遵
循。刚刚过去的 2018 年，我省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实现了良好开局，农业丰产丰收，农民收
入增幅继续高于城镇居民，脱贫攻坚成效明
显，农村民生持续改善，农村社会保持和谐稳
定。农业农村发展所取得的成绩，为我们应对
风险挑战、推进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但必须清醒地看到，到 2020 年高水平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三农”工作还有很多必须完成的
硬任务。我们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做好“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上来，
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高质量完成今明
两年“三农”工作各项任务，推动乡村振兴走在
全国前列。

会议强调，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保
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更要毫
不放松地重农强农惠农，落实重中之重要求，
稳住“三农”发展基本盘。要落实走在前列要
求，推动“三农”发展高质量，不仅要做指标和
进度上的领先者，也要做思路和路径上的引领
者，还要做城乡融合发展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建
设上的探路者。要落实优先发展要求，抓好

“三农”发展硬任务，对标高水平全面小康切实
做好攻难关、补短板、抓弱项工作，特别是围绕
苏北地区农民群众住房条件改善、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脱贫攻坚三项重点工作和乡村振兴十
项重点工程，强化系统思维，提升攻坚能力，全
力啃下硬骨头、打好攻坚战。要落实党管农村
要求，强化“三农”发展领导力，全面落实五级
书记抓乡村振兴的要求，健全完善工作推进、
规划实施、政策支撑、考核评估等体系，推动乡
村振兴各项目标任务落细落实。

▶下转5版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不动摇推动我省乡村振兴走在全国前列

本报讯 （记者 耿 联） 1 月 7 日
下午，省委书记、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
员会主任娄勤俭主持召开省委全面依
法治省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传达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
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研究部署推进全面依法治省工作。娄
勤俭强调，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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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彻落实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
战略，扎实推进全面依法治省各项工
作，全面提升法治江苏建设水平，奋力

推动法治江苏建设走在前列。
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副主

任吴政隆、王立科出席会议，省委全
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委员参加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省委全面依法治
省委员会工作规则、协调小组工作规
则、办公室工作细则和人员名单，审
议通过《江苏省法治社会建设指标体
系（试行）》。

娄勤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就全面依法治国
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特别是在中央

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
的重要讲话，系统论述了以“十个坚
持”为核心的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
思想新战略，为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
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
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始终坚持
党的领导，聚焦高质量发展大局，强
化系统思维，统筹推进全面依法治省
各项工作，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道路。

娄勤俭指出，江苏高质量发展要
走在前列，法治建设首先要走在前

列。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的七个方面重点任务，坚持问题导
向，完善思路举措，全面系统提升法
治江苏建设水平，真正使法治成为江
苏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标志。要坚持
以良法保障善治，围绕贯彻中央重大
战略部署和省委重要决策，加快推进
立法工作，不断完善适应新江苏建设
要求的地方法规体系。要着力提升
法治公信力，严格规范执法行为，坚
决守牢公正司法底线，切实解决好执
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下转2版

娄勤俭主持召开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全面贯彻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奋力推进新时代法治江苏建设走在前列

1978 年 9 月，原淮阴地区的泗
洪县上塘公社垫湖大队实行分田
到户，揭开了淮安改革开放的序
幕。40 年来，淮安广大干群始终坚
持“敢”字当头、“闯”字为先，综合
实力不断增强，走出了一条独特的
强市富民之路，地区生产总值由
1978 年的 12.09 亿元增长至 2017
年的 3328.88 亿元，增长 274 倍 。
2017年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

淮安市委书记姚晓东说，进入

新时代，淮安处于崛起江淮、重现
辉煌的攻坚期、爆发期、圆梦期。
特别是江淮生态经济区、淮河生态
经济带、大运河文化带、航空货运
枢纽“一区两带一枢纽”建设在淮
安叠加交汇，为淮安高质量发展注
入新活力，拓展了新空间。淮安将
突出创新驱动、特色发展、绿色崛
起、富民优先“四个导向”，谱写新
时代“崛起江淮”精彩篇章。

向改革要发展，51项改革
列入国家和省级试点

2018 年 11 月，国务院办公厅
将淮安市“数字化联合审图”作为
典型经验做法予以通报表扬。淮
安首创并在全国率先实现的“数字
化联合审图”模式，最受瞩目的成

效是：审图时间由原来的至少85个
工作日缩短为现在的7个工作日。

“过去企业用平板车拉图纸
去审，如今坐在办公室等审批；以
往审图需要三四个月，现在最快 7
个 工 作 日 就 能 审 结 。 政 府 变 成

‘ 店 小 二 ’，代 办 服 务 热 火 朝 天 。
用新技术手段打破原有的壁垒，
是淮安在建设审批领域做的最新
尝 试 。”2018 年 12 月 4 日 ，央 视

《经济半小时》聚焦淮安，用 16 分
钟介绍淮安数字化联合审图和项
目代办服务。

2018年初，国务院办公厅发文
督查激励真抓实干成效明显地方，
淮安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榜上有
名，成为全省唯一获此项表彰的设
区市。 ▶下转5版

抢抓抢抓““一区两带一枢纽一区两带一枢纽””历史机遇期历史机遇期

谱写新时代谱写新时代““崛起江淮崛起江淮””精彩篇章精彩篇章

淮安淮安

省委常委会传达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做好

“三农”工作的重要指示
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
神，研究部署相关工作

娄勤俭主持会议

淮安市清江浦景区淮安市清江浦景区。。 贺敬华摄贺敬华摄 视觉江苏网供图视觉江苏网供图

本报讯 （记者 顾 敏） 1月7日
下午，省政协举行十二届十三次主席
会议。省政协主席黄莉新主持会议
并讲话。

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关于召开
省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的决定（草
案），省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草案）、
提案工作情况报告（草案），省政协十
二届二次会议议程（草案）、日程（草
案），以及有关人事事项等，并决定将
上述文件草案和有关事项提请省政协
十二届五次常委会议审议；审议并原
则同意《政协江苏省委员会2019年协
商计划》，待进一步修改完善后，报请
省委审定。会议还听取了省政协专门
委员会2018年工作情况汇报、省政协

十二届二次会议筹备工作情况汇报。
黄莉新指出，过去一年，各专委会

在省政协党组、省政协常委会和主席
会议领导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尤其是总
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
重要思想，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中心
工作和省政协工作重点，认真履行职
责，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特别
是在强化思想政治引领、提升资政建
言质量、丰富履职形式、加强自身建设
等方面取得了新进展，为本届政协
开好局、起好步打下了坚实基础。今
年是新中国和人民政协成立 70 周
年，也是决胜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关键之年。 ▶下转2版

省政协举行
十二届十三次主席会议

黄莉新主持

“开展集成改革，就是要站在更高
起点，以改革破解难题，以改革激发动
力。”常州市委常委、高新区党工委书
记、新北区委书记周斌日前表示，全区
上下要通过系统谋划、协同推进，让集
成改革激发高质量发展的活力。

3 个多月前，常州高新区（新北
区）集成改革试点“动员令”明确：全
区上下紧扣“三六九”改革总框架，有
效推进集成改革各项任务，确保集成
改革取得实效。

试点推进“三六九”集成改革

集成改革不仅是把分散开展的
各项试点集中在一个区域推进，更重
要的是通过各项改革举措的相互关
联配合，形成整体合力。

为此，常州高新区历经 6 个多月
的调研和论证，以“三六九”为总框架
的集成改革方案出炉：紧盯三大领
域，即行政管理、经济发展和社会管
理等三大领域； ▶下转6版

紧扣“三六九”纵深推进试点

常州高新区
打造集成改革“样板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