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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市通州区文化作
品频频登上全国舞台，今
年1月获评苏中首个“中国
曲艺之乡”。通州区委书
记陈永红说，“优秀文化为
城市铸根塑魂、凝神聚力，
‘软实力’转化为通州高质
量发展的澎湃动力。”

▶相关报道详见 2版

蹲点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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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扫黑除恶第17督导组受理举报方式
（受理时间：2019年5月24日—6月24日）

“要进一步强化‘打伞破网’
‘打财断血’工作，深挖彻查黑恶势
力背后的‘保护伞’。要针对当前
存在的问题，围绕6个方面落实督
导整改要求，与时俱进，切实提高
人民群众的安全感、获得感、幸福
感。”近日，中央扫黑除恶第17督
导组副组长王春峰带队，下沉至常
州时提出要求。

扫黑务全，除恶务尽。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常州市委常
委会会议、市政府常务会议多次听
取情况汇报，研究具体措施，强化
责任落实。市委理论中心组召开
专题学习会，提高政治认识、政治
站位和政治自觉，强化斗争精神。

市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制定出台文
件，建立完善组织指挥、协调沟通、
督导检查等工作机制。全市两级
扫黑办制定“套路贷”刑事案件工
作意见，挂牌督办重点涉黑案件6
件，先后3轮对辖市（区）和重点成
员单位进行督导检查。

一年多来，常州市聚焦涉黑涉
恶问题突出的重点地区、行业和领
域，把打击锋芒对准人民群众反映最
强烈的黑恶势力犯罪，共破获9类涉
恶案件934起，抓获涉黑涉恶犯罪嫌
疑人3836名，“打财断血”绩效居全
省前列。同时，采取召开新闻发布
会、公开宣判、公布典型案例等形
式，形成强大震慑效应，353名涉黑
涉恶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钟山一
号”追逃劝投行动绩效居全省第一。

打击黑恶势力要出重拳，对其
背后的“保护伞”也要深挖彻查。
常州市把扫黑除恶与反腐败斗争、
基层“拍蝇”结合起来，▶下转2版

常州扫黑除恶打出“特色牌”

第一书记跑得勤
“责任田”里风气清

本报讯 （记者 郁 芬） 6月 5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
妇联主席沈跃跃在江苏参加长江保
护法立法工作座谈会期间，在南京调
研江苏妇女工作。省委常委、南京市
委书记张敬华，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邢春宁陪同调研。

沈跃跃先后调研了“家家幸福安
康工程”家庭服务提升行动，南京市
栖霞区仙林街道党工委以党建带妇
建、将妇联组织和工作延伸到辖区内
所有单位以及家家户户，推动妇联工
作在“最后一公里”落地生根，东方天
郡小区通过巾帼志愿服务队实现“群
众工作群众做”，以及江苏通过江苏
妇联women+“在你身边”云服务平
台链接全省五级妇联和近4000个女
性社会组织，引导各类优质资源入
驻，对接服务妇女群众需求等情况，
并给予充分肯定。

沈跃跃要求，各级妇联组织要切
实加强思想政治引领，自觉坚持党的
领导，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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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往深里走、实里走、心里走；要围
绕新中国成立70周年，深入开展“巾
帼心向党 礼赞新中国”群众性宣传教
育活动，组织基层妇女唱响祖国颂歌、
讲好中国故事、写出家国情怀，发自内
心地感恩党、感恩祖国、感恩新时代。

沈跃跃强调，做好家庭工作是党
中央交给妇联组织的重要任务，是妇联
组织服务大局、服务妇女的重要着力
点。“家家幸福安康工程”是全国妇联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具体
举措，要围绕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
时代新人这个重大课题，找准立德树人
的切入口；要坚持问题导向和需求导
向，让孩子行为有标准、家长育儿有准
则，帮助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要
强化服务意识，为家长提供便捷的、专
业化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要做好家庭
服务新问题的研究，推进家政服务的诚
信化、标准化建设，推动巾帼家政服务
提质扩容，更好服务千万家庭。

沈跃跃指出，妇联组织要按照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总
要求和目标任务，结合工作实际，学
在实处、改在实处、干在实处，更好地
团结引领广大妇女听党话跟党走，奋
斗新时代。

更好地团结引领
广大妇女奋斗新时代
沈跃跃在江苏调研妇女工作

本报讯（记者 李仲勋）张家港
“港城上市通”平台近日上线，为企业
登陆资本市场提供“一对一”的综合解
决方案及“一站式”的直通服务，全方
位提升企业上市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张家港市委书记沈国芳表示，张
家港市高度重视资本市场的培育和发
展，先后成立“张家港基金”、发布“张家

港指数”，推出一系列创新举措。“港城
上市通”的启动，旨在以政府热情高效
服务，充分激发企业内生动力，合力壮
大资本市场“张家港板块”，为打造“港
城经济升级版”注入新动能。

依托“互联网+政务服务”，张家港
把涉及企业上市的常规核查，统一纳入

“港城上市通”服务平台，实行“一网受
理、一路通办”，由此打造企业上市的

“绿色通道”。利用这一平台，张家港把
原本涉及20余个职能部门，需要1至3
个月时间才能办理完毕的常规核查，办
结期限压缩到3至5个工作日，助力拟
上市企业加速快跑登陆资本市场。

“一对一”服务企业登陆资本市场

张家港“港城上市通”上线
田间路旁青翠欲滴，啾啾鸟鸣萦

绕耳畔，草莓甜香充满大棚……人间
最美四月天，记者在句容市蹲点调
研，真切感受到了句容复制推广“戴
庄经验”、大力发展生态农业、推动乡
村振兴的一幅幅新美图景。

发“绿色财”，
农民“钱袋子”鼓得快

在天王镇戴庄村，记者一下车就
闻到一股酸味。村干部笑道，田里施
的是醋糟加工的有机肥，运肥时掉了
些在路口。

18年前，刚退休的农技专家赵

亚夫来到戴庄村。他看到这里生态
环境特别好，决定做有机农业。最初
种植大米，后来种果蔬、养畜禽，始终
坚持“有机”二字。稻田里，收完稻子
就种草，红花草、黑麦草，翻到地里便
是肥。果林里，养鸡放羊，鸡吃虫、羊
吃草，鸡羊粪便就是果树的有机肥。

戴庄的山、水、田、林、湖、草，得
到了精心呵护。“戴庄稻田里有将近
130种小动物呢。”78岁的赵亚夫为
戴庄的生物多样性而欣喜。戴庄村
被评为“全国文明村”“全国最美休闲
乡村”，被环保部连续两次核定为“有
机食品基地”。

经赵亚夫推动和农业主管部门的
引导，“稻田综合种养”“稻肥轮作”“发
酵床养殖”“林（果）—草—禽（畜）”等生
态种养技术及立体套种模式在句容推
广。目前，句容1000亩水稻绿色防控
示范区，辐射带动5万亩，示范区化学
农药用量下降20%；100亩茶叶绿色
防控示范区，辐射带动5000亩，示范
区化学农药用量下降30%。

生态农业，给农民带来了高收
益。2003年戴庄村集体负债83万
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00元，如
今村集体年收入200多万元、村里
866户有400多辆私家车。天王镇
唐陵村，村民靠苗木种植、交易，一改
贫穷面貌，三口之家年收入最少二三
十万元；后白镇西冯村，家家户户种
草坪，普遍城里、村里各一套房。句
容市统计局介绍，农民收入增幅已连
续多年高于城镇居民。 ▶下转3版

生态农业，描绘乡村振兴新图景
——句容市这样复制推广“戴庄经验”

新华社北京6月9日电 近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印发《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
的通知。全文如下：

党的十九大把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必须
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十
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
修正案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载入宪法，实现了党和国
家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
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
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
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
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
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必须长期坚持
并不断发展。

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引向深

入，根据党中央要求，中央宣传部组
织编写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以下简称《纲
要》）。党中央认为，《纲要》对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了
全面系统阐述，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把
握这一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
基本要求。党中央同意印发《纲要》
（由中央宣传部统一印发），作为广大
干部群众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辅
助读物。

各级党委（党组）要坚持不懈用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
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组织
全体党员认真读原著、学原文、悟原
理，并紧密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把《纲要》纳入学习计划，作
出周密安排，开展多形式、分层次、全
覆盖的学习培训。要在多思多想、学
深悟透上下功夫，深入学习领会这一
思想的时代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
义、世界意义，深刻理解其核心要义、

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在系
统全面、融会贯通上下功夫，深刻把握
这一思想贯穿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
方法，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不断提高
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在知行合一、学
以致用上下功夫，大力弘扬理论联系
实际的优良学风，更加自觉用这一思
想指导解决实际问题，切实把学习成
效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推动事业发
展的生动实践。

要通过广泛的学习宣传阐释工
作，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进一步深入人心、落地生
根，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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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
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
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不懈奋斗。

新华社北京6月9日电 为把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进一步引向深入，根据中央
要求，中央宣传部组织编写了《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
习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一书，已
由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联合出
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

《纲要》共21章、99目、200条，
近15万字。全书紧紧围绕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党和
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这一
主题，以“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
为核心内容和主要依据，对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了全
面系统的阐述，有助于广大干部群众
更好理解把握这一思想的基本精神、
基本内容、基本要求，更加自觉地用
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纲要》内容丰富、结构严整，忠实原
文原著、文风生动朴实，是全党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重
要学习材料，是广大干部群众深入学
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重要辅助读物。

中央发出印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通知

读原著 学原文 悟原理
多形式 分层次 全覆盖

9日，我省2019年高考进行最后一天的物理、历史、化学、生物、政治、地理选测科目考试。图为下午考试结束后，考
生和家长在南京市第九中学考点外合影留念。 新华报业视觉中心见习记者 陈 俨摄 ▶ 详见4版

习近平将对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文明之光照亮复兴之路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

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工作纪实 ▶ 详见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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