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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林元沁）中央扫黑除恶第17督
导组组长盛茂林、副组长王春峰日前来到举报受理
工作办公地点，亲切看望慰问工作人员，全面了解近
期举报受理情况，并提出工作要求。

盛茂林先后来到综合组、信件拆阅组和电话接
听组，认真听取工作组负责人的汇报，仔细询问信
件拆阅、信息录入、线索梳理和办理等情况。盛茂
林指出，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顺民意、得
民心。受理群众来信来电，是发现问题线索的重要
渠道，是开展督导工作的重要基础。全体工作人员
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强烈的使命感，严格按照
受理程序和规定，严守保密纪律，用心阅读每一封
信件、接听每一个来电，耐心倾听、认真读懂群众
诉求，全力完成好工作任务。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
处理举报线索，科学分类、精心梳理，做到既不拔
高也不降格，以高质量的线索为下一步核查处置奠
定基础。

盛茂林强调，要结合正在开展的“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在工作中守初心、担使命，在实践中
找差距、抓落实，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向纵深发
展，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安全感。盛茂林对工作人
员认真负责、扎实履职的态度表示肯定，并叮嘱大
家劳逸结合、再接再厉，以饱满的热情和优良的作
风投入到工作中去，有力有效地完成好扫黑除恶督
导任务。

盛
茂
林
现
场
看
望
举
报
受
理
工
作
人
员
时
强
调

守
初
心
担
使
命

推
动
扫
黑
除
恶
专
项
斗
争
向
纵
深
发
展

本报讯（记者 宋晓华）为深入
贯彻落实中央“六稳”工作要求，着力
扩大有效投资、稳增长调结构促转
型，在去年10月建立实施省领导挂
钩推进省重大项目建设制度、联系一
批2018年省重大项目的基础上，按
照省委、省政府安排部署，每位省委
常委、副省长新增挂钩联系推进一个
2019年省重大项目。

具体分别是：杨岳挂钩联系泰
州扬子江生物制药项目、李小敏挂
钩联系无锡中环集成电路用大硅片
项目、樊金龙挂钩联系连云港中化
高端精细化工项目、王燕文挂钩联
系仪征大众汽车二期项目、蒋卓庆
挂钩联系盐城宝武精品钢基地项
目、王立科挂钩联系海门中航科技
航空轻合金项目、周乃翔挂钩联系
吴江英诺赛科半导体芯片项目、郭
文奇挂钩联系镇江北汽麦格纳乘用
车项目、张敬华挂钩联系南京LG三
元锂电池项目、马秋林挂钩联系徐
州徐工特种起重机械项目、王江挂
钩联系太仓吴中集团星药港项目、
郭元强挂钩联系徐州中铁“一带一
路”物流园项目、费高云挂钩联系常
州药明康德合全新药项目、刘旸挂

钩联系淮安庆鼎精密电子多层柔性
线路板项目、陈星莺挂钩联系宿迁
长电科技集成电路封装项目。

省发展和改革委主任李侃桢介
绍，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推进重大
项目建设，娄勤俭书记、吴政隆省长
多次作出明确指示要求，推动建立省
领导挂钩联系推进省重大项目建设
制度，多次深入项目现场调研指导。
樊金龙常务副省长多次召开现场会
和专题协调会推进落实。去年以来，
各位挂钩省领导多次前往项目现场
调研推动，帮助企业和基层协调解决
了一大批困难问题，受到基层、企业
的普遍欢迎，得到了方方面面的高度
评价，为全省上下树立了导向、提振
了信心、营造了良好氛围。现在看，
省领导挂钩联系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制度的示范、带动效应充分显现，今
年1-5月省重大项目建设取得“快
于以往、好于历史、超于预期”良好成
效，220个实施项目1-5月完成投资
2100亿元，完成率达39.4%，比2018
年和2017年同期分别高出4.2和5.3
个百分点；新开工71个省重大项目，
开工率65.7%，开工数和开工率均创
历史最好水平。 ▶下转6版

省委省政府领导新增挂钩
联系一批2019年省重大项目

本报讯（记者 耿 联） 6月 11
日，省委书记娄勤俭在南京会见了中
国国民党前主席吴伯雄。

娄勤俭对吴伯雄一行表示欢迎，高
度评价了他为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以及支持苏台交流合作作出的贡献。
娄勤俭说，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两岸同
胞的共同期盼，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
步推进苏台各领域交流合作，在新时代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中发挥更大作
用。在介绍了江苏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后，娄勤俭表示，当前中美经贸摩擦使
部分企业面临挑战，但也蕴含着发展机
遇，希望包括台商在内的两岸有识之士
抓住机遇努力实现跨越发展，为共同实
现民族伟大复兴而携手奋斗。

吴伯雄表示，每次来到南京都感
到非常亲切，很高兴看到江苏经济社
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江苏是台商
在大陆投资最多、台资企业最为密集
的地区之一，两地经贸合作日益拓展
深化。愿发挥积极作用推动台湾与江
苏在更多领域深化交流合作，推动两
岸关系和平发展。

中共中央台办副主任龙明彪，省
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杨岳参加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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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央统一部署和省委要
求，近日，省委统战部、省委政法委、
省法院、省检察院、省委办公厅、省
政府办公厅分别召开“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动员会议。省委
常委、统战部部长杨岳，省委常委、
省委政法委书记王立科，省法院党
组书记、院长夏道虎，省检察院党组
书记、检察长刘华到会作动员讲话。

11日，杨岳参加省委统战部召
开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动员大会。他指出，在全党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是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
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

大梦想作出的重大部署，是党的十
九大作出的重大决定，是党中央向
全体党员发出的集结号和动员令。
他要求全省各级统战部门和广大统
战干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
开展主题教育重大意义，把开展主
题教育作为当前一项重大政治任务
抓紧抓实抓好。他指出，要聚焦目
标任务确保主题教育落地落实，深
化思想解放，加强党性锤炼，强化责
任意识，深化作风建设，抓好机关党
建。要突出重点措施推动主题教育
有序开展，学习教育要走深走实，调
查研究要聚焦重点，检视问题要深
入透彻，整改落实要注重实效。要

落实领导责任，加强督促指导，做好
宣传引导，力戒形式主义，确保主题
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10日，王立科出席省委政法委
召开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动员部署会。他指出，要牢牢
把握根本任务，把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
主题教育的重中之重，进一步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要围绕“十二字”
总要求，紧扣“五个具体目标”，按
照省委“五深入五确保”要求，突出
抓好“坚定信念践初心、平安法治
当先锋、跟班先进找差距、公正清
廉走在前”四项活动，确保推进有
序、行动有力、整改有效。要加强
组织领导，把学习教育、调查研究、
检视问题、整改落实等重点措施贯
通起来，与中心工作有机衔接起
来，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真正
做到两手抓两促进， ▶下转2版

省委统战部、省委政法委等部门单位动员部署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以严实作风推动主题教育取得过硬成果

徐州市铜山区委书记王维峰说，河塘就像村庄的眼
睛，河塘亮起来，乡村就有了灵气有了生气，苏北大地同
样可以呈现水韵悠然的江南水乡美景。

6 月 10 日，省委常委会召开会
议，强调要以务实作风落实好精准
扶贫政策举措，“坚决克服脱贫攻坚
在江苏不是重点任务的错误认识”，

“坚决克服浮躁、厌战、松懈情绪”。
这两个“坚决克服”，现实针对性很
强。尤其个中提到的“脱贫攻坚在
江苏不是重点任务”的错误认识以
及浮躁、厌战、松懈情绪等问题，值
得我们警惕。

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
中，故为其下。抓工作，即便全力以
赴，有时结果还未必如人意；如果思
想认识滑坡，则结果更加可想而
知。这提醒我们，攻坚克难，要有些

“牛刀杀鸡”的牛劲。
在通常情况下，“杀鸡用牛刀”，

这确实是大材小用，有小题大做之
嫌。但是，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恰
恰需要有些“牛刀杀鸡”的气势与
魄力，以确保工作万无一失。比
如，脱贫攻坚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
作，是江苏必须完成好的重大政治
任务。脱贫攻坚步入冲刺期后，一
些容易解决的贫困问题基本都解决
了，剩下来的因残致贫、因病致贫

等问题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解决
起来往往难度更大、涉及面更广、
需要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更多。此
时，非但不能有“脱贫攻坚在江苏
不是重点任务”的错误认识，非但
不能有厌战思想和懈怠情绪；相
反，还要有股“牛刀杀鸡”的牛劲、
狠劲和猛劲，始终保持攻坚状态，
自始至终尽锐出战，高质量完成脱
贫攻坚任务。

再如，作为党的十九大报告提
出的必须坚决打好的“三大攻坚战
之一”，污染防治工作也非常重要。
抓好污染防治工作，一个必须破解
的难题就是化工产业的整治提升。
由于历史原因， ▶下转5版

要有些“牛刀杀鸡”的牛劲
刘庆传

新华社比什凯克6月12日电 国
家主席习近平12日乘专机抵达比什凯
克，开始对吉尔吉斯共和国进行国事访
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
会第十九次会议。

当地时间晚7时40分许，习近平乘
坐的专机抵达玛纳斯国际机场。习近平
步出舱门，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热恩别科
夫在舷梯旁热情迎接。当地女青年向习
近平献上鲜花和面包、蜂蜜，表达对尊贵
客人的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礼兵沿红地
毯两侧列队，行注目礼。

两国元首亲切交谈。习近平感谢热
恩别科夫亲赴机场迎接，向友好的吉尔
吉斯斯坦人民转达中国人民的诚挚问候
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两国山
水相连，人民世代比邻而居。古老的丝
绸之路将我们紧密连接在一起。当前，
中吉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深入发展，
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成果丰硕，两国已
成为真正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访
问期间，我将同热恩别科夫总统就深化
中吉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共建“一带一
路”、扩大各领域互利合作以及其他共同
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为中吉关系未来发展描绘新蓝图。相信
这次访问将巩固中吉传统友好，推动中
吉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

习近平强调，比什凯克峰会对上海
合作组织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吉尔
吉斯斯坦作为轮值主席国，为筹备这次
峰会做了大量工作。相信在各成员国共
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取得丰硕成
果，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新发展。

▶下转3版

习近平抵达吉尔吉斯共和国开始进行国事访问

丝绸之路将我们紧密连接在一起

举报电话：025-57052201

（每天8：00—20：00）

举报邮政信箱：

江苏省南京市A049号

邮政信箱 邮编：21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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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成水美乡镇3个、水美乡村30个

铜山这样整治“龙须沟”

▶相关报道详见 2版

这是重温初心的精神洗礼，这是
鼓劲扬帆的再次出发。

5月 31日，“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召开，习近平
总书记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
释了开展主题教育的重大意义、目标
要求和重点措施，对全党开展主题教
育作了总动员、总部署。

连日来，从中央到地方，从党政
机关到人民团体到企业单位，各地区

各部门各单位党组织高度重视，以强
烈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迅速组织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
彻落实中央要求，对主题教育进行具
体部署，第一批“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全面展开。

率先垂范 起而行之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
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

使命，是激励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前
赴后继、英勇奋斗的根本动力。”习近
平总书记在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
铿锵话语，再次激荡起全体党员的澎
湃激情。

从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
年大会上向全党发出“不忘初心、继
续前进”的伟大号召，到在党的十九
大上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写入大
会主题， ▶下转7版

鼓 劲 扬 帆 再 出 发
——第一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全面展开

1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开始对吉尔吉斯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
元首理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热恩别科夫在舷梯旁热情迎接。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