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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耿 联） 8 月 21
日，省委、省政府在宁召开省领导挂
钩联系省重大项目建设现场推进会
议。省委书记娄勤俭在会上强调，要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总书
记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重要指示精神，以解决实际问题的
成效为衡量标准，以更加自觉的行动
把主题教育“抓落实”要求落到实处，
切实解决抓项目特别是重大项目建
设中存在的问题，推动重大项目建设
不断取得新突破，努力把高质量发展
步伐迈得更加稳健。

省委副书记、省长吴政隆主持会
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任振鹤出席。

娄勤俭充分肯定了省领导挂钩
联系省重大项目制度建立以来，全省
重大项目建设取得的成效。他指出，

发展是硬道理，抓发展必须抓项目，
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江苏发展的一条
基本经验。进入新时代，在外部环境
错综复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
下，必须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始终
保持战略定力，聚精会神抓项目、一
心一意谋发展，真正以高质量项目推
动高质量发展。

娄勤俭强调，省领导挂钩联系重
大项目是个认识问题，要深刻认识抓
项目就是稳增长、就是抓机遇、就是
谋未来，切实加强项目谋划，推动重
大项目接续不断、新增长点持续涌
现，着力提升发展的系统性、稳定性，
努力在新一轮竞争中抢占制高点、把
握主动权。省领导挂钩联系重大项
目是个导向问题，要把全省上下的注
意力、各方面的资源要素集中到项目
建设主战场上来，形成服务项目建设

没有局外人、优先支持转型升级持续
发展、在项目建设中历练干部的鲜明
导向。省领导挂钩联系重大项目是
个作风问题，要大力弘扬马上就办、
一抓到底、勇于创新的作风，坚持雷
厉风行、高效服务，善于用创新的思
路、改革的办法破解难题，让服务企
业、服务项目、服务基层在全省上下
蔚然成风。

吴政隆就贯彻落实会议精神提
出要求。他指出，重大项目是稳增
长稳投资的有力支撑、调结构转动
能的关键抓手、补短板惠民生的重
要 途 径 、聚 人 才 抓 创 新 的 重 要 载
体。我们要深入贯彻中央“六稳”工
作要求，充分发挥好政府和市场作
用，进一步用好省领导挂钩联系推
进重大项目建设制度，切实抓好项
目前期、要素保障等重点工作，积极

帮助企业解决问题、开拓市场，以守
初心担使命的实际行动和实际成效
建设一批、建成一批、储备一批高质
量项目，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走在前
列、加快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提
供有力保证。

会议播放了省领导挂钩联系的
30 个重大项目推进情况视频短片。
盛虹集团董事长缪汉根、韩国 SK 海
力士集团法人长徐根哲和省发展改
革委、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
负责同志作了交流发言。与会同志
实地考察了南京 LG 三元锂电池项
目、南京科学中心紫金山实验室项目
建设进展情况。

省委常委、副省长，各设区市市
长，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省领导挂
钩联系省重大项目投资企业负责人
等参加会议。

娄勤俭在省领导挂钩联系省重大项目建设现场推进会议上强调

树立导向强化定力狠抓落实
以高质量项目支撑高质量发展

吴政隆主持会议并讲话

21 日，上午十点，艳阳高悬，晃
得人睁不开眼。兴化市永丰镇东棒
徐村的水塘边，彩旗飘飘。随着兴化
市市长方捷的一声“开捕”，蟹农征兆
坤迈进了蟹塘，捞起蟹笼，解开绑绳，
一只只大闸蟹从笼子挣脱着爬进了
白色的塑料箱。征兆坤随手抓起两
只螃蟹，向周边人展示着这一季的劳
动果实。这也宣告着，今年兴化大闸
蟹开捕正式启动。

从主持台上下来的方捷，进入了会
场临时搭建的“聚划算卖空大挑战？
兴化大闸蟹”直播间，变身主播，向全国
的吃货们介绍着兴化大闸蟹的味道、

优点、价格以及大米等其他农产品。他
的目标是，通过三天直播，要卖掉300万
只螃蟹，合算下来，每天100万只。

距离大闸蟹正式上市还有半个
多月的时间，兴化为何这么早就宣布
开捕？不仅如此，为什么还用上了当
前最新、最潮的直播销售方式？

“我们就是要打响兴化大闸蟹的
品牌，做大品牌影响力。”方捷说，我
们养的螃蟹产量大、品质好，这次跟
电商合作，就是要实现河蟹养殖产
业向高端攀升，提高它的附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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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化市长做直播，
一天卖出百万只螃蟹

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
点在苏北，难点也在苏北。位于苏
北的沭阳，作为全省人口第一大县，
同时也是贫困人口最多的县，决胜
全面小康，任务重、困难多。据省统
计局数据，截至去年底，在 46 项全
面小康监测指标中，沭阳已完成 25
项，整体综合实现度为 88.9%。贯
彻落实省委全会精神，沭阳对标找
差抓落实，拉长经济发展不充分、创
新驱动动力不足、民生保障欠账较
多三大短板。

“省委全会发出跑好全面小康
建设‘最后一公里’的号令，同时作
出实实在在的部署，我们有压力，但
更有信心。”沭阳县委书记卞建军表
示，“沭阳坚决把省委部署落到实
处，按照速度上争先、质量上树标杆
的要求，补短板、强弱项，做大经济

规模、做强创新驱动、做优民生实
事，确保与全省同步建成高水平全
面小康社会！”

工业强县，做大经济规模

沭阳常住人口 198.5 万人，占
全 省 常 住 人 口 的 2.46% ；上 半 年
GDP 总量 375.05 亿元，仅占全省
0.77%。这个状况必须改变。决胜
全面小康，沭阳这个大块头争当先
行军，不再满足于在宿迁当领头羊，
放眼苏北，喊响四个“最”——工业
在苏北最有实力、农业在苏北最有
特色、服务业在苏北最有影响力、城
市在苏北最有活力。这其中，聚集
工业、突破工业，更是做大经济规模
的重中之重。

瑞泰精密科技（沭阳）有限公司
这几天正忙着办理环评，项目今年

4 月签约落户，力争在明年底全面
建成投产。这个投资 5 亿美元的项
目，将为沭阳提供 5000 个就业岗
位，实现销售收入 30 亿元，纳税 2
亿元。

在沭阳采访，记者感受到发展
热浪扑面。拼招商引资、拼项目落
地⋯⋯这一个个“拼”，为的是加快
集聚资源，做大经济规模，让工业化
这匹小马快快长大，更有力地拉动
县域经济发展。 ▶下转4版

做大经济规模 做强创新驱动 做优民生实事

沭阳：冲刺全面小康，大块头争当先行军
高质量项目是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载体和强大引擎。昨日，省
委、省政府召开全省重大项目现场推
进会，这是落实主题教育“守初心、担
使命，找差距、抓落实”基本要求，对年
初确定的重大项目进行梳理总结、对
标找差、督促整改的具体举措，传递
出以上率下、高位推动的鲜明导向和
真抓实干、紧抓快干的强烈信号。

坚持以高质量项目力促高质量
发展，是江苏发展的基本经验。今
年上半年，220 个省重大项目完成
投资超 2700 亿元，取得快于以往、
好于历史、超过预期的明显成效，交
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省领导挂
钩联系重大项目制度的建立，让全
省重大项目发展按下“快进键”、跑
出“加速度”。一系列重大项目快速
推进，为全省经济运行夯实了“稳”
的基础、累积了“进”的因素、增添了

“新”的动能。
抓项目就是稳增长、抓机遇、谋

未来。越是在外部环境错综复杂、经
济下行压力加大的特殊时期，越要
保持战略定力，聚精会神抓项目。

“六稳”无论哪一“稳”，▶下转 3 版

奋楫争先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本报评论员

本报讯 （记者 郁 芬） 江苏 13
个设区市和94家省级机关单位迎来

“期中考”——8 月 20 日，省委组织
部官方网站挂出通知，启动 2019 年
度综合考核半年评估，这是我省开展
年度综合考核以来第一次开展半年
评估。

2018 年，省委作出全面推行综
合考核的重大制度安排，变扎堆考
核、多头考核为综合考核，让基层一
门心思谋发展、心无旁骛抓落实。结
合年度综合考核，江苏在全国率先建
立四套高质量监测评价考核指标体
系，将高质量发展质的规定性量化为
具体的指标，以此为“指挥棒”，引导
各地各部门树立新的决策导向和政
绩导向。

本次的“期中考”，意在动态跟
踪年度综合考核指标推进情况，督

促各地各部门抓在经常、干在平时，
推动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
的有效落实。

本次半年评估对象为13个设区
市和纳入 2019 年度综合考核的 94
家省级机关单位。对 13 个设区市，
半年评估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和

“党的建设”展开，其中，“推动高质量
发展”方面主要评估共性指标和个性
指标，“党的建设”方面主要对深化思
想理论武装、推进基层党建“五聚焦
五落实”、深化落实“三项机制”、加大
执纪审查力度、加强人民当家作主制
度保障、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重要
作用、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深
化依法治国实践等 8 个指标中有关
内容。对省级机关单位，围绕“服务
高质量发展”和“党的建设”展开，

▶下转2版

江苏年度综合考核首启半年评估

13 个设区市和 94 家
省级机关迎来“期中考”

本报讯 （记者 耿 联） 8 月 21
日下午，省委书记娄勤俭在南京会见
了由台湾三三企业交流会理事长、金
仁宝企业集团董事长许胜雄率领的
台湾三三企业交流会参访团一行。

娄勤俭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台湾
三三企业交流会参访团一行来我省
表示欢迎。在简要介绍我省经济社
会发展情况后，娄勤俭说，江苏坚持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定不移调结
构促转型，更加重视生态环保，积极
构建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着力推
动重大项目建设，抓住用好“一带一
路”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区

域一体化发展等重大机遇交汇叠加
推动高质量发展。苏台两地合作基
础好，携手发展拓展空间大，热忱欢
迎台湾三三企业交流会广大会员企
业来江苏投资发展，我们将进一步做
好各项服务工作，为企业发展创造更
优环境，共同推动苏台交流合作不断
向前发展。

许胜雄感谢江苏省一直以来对
台商台企的关心支持，他表示，江苏
营商环境非常好，台湾三三企业交流
会将充分发挥优势，促进苏台交流合
作不断取得新成效。

省领导樊金龙、郭元强参加会见。

娄勤俭会见台湾三三
企业交流会参访团一行

海门市委书记陈勇说，抢抓长三角一体化机遇，海门出台“创业海门
523”“人才新政10条”“人才强企10条”等激励政策，为人才施展才华搭
建舞台，努力以人才高地打造创新高地，用“第一资源”激活“第一动力”。

海门：“第一资源”
激活“第一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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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日，连云港市连云新城蓝色海湾工程建设现场，近海侧围堰正在进行石料抛填。连云新城蓝色海湾将建设狭长
的环抱堤，形成14平方公里内海和6公里滨海生态绿廊，依托海州湾生态资源优势，构造拥有独特海洋景观的蓝色生态
海湾。 耿玉和摄 视觉江苏网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