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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江苏考察时，首次提出全面从严治党
新思想，希望江苏有更强意识、更多举
措、更大作为，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迈上
新台阶。

作为全面从严治党“首提地”，五
年来，江苏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
嘱托，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
持全面从严主基调，努力把各级党组
织锻造得更加坚强有力，把广大党员
干部锤炼得更富担当活力，奋力书写
好“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的新篇章。

广大党员干部正以“低调务实不张扬，
撸起袖子加油干”的奋斗姿态，努力书
写一份令党中央放心、令人民群众满
意的全面从严治党答卷。

旗帜鲜明讲政治，
用新思想定向导航

“有没有因为过去发展中形成一
定的先发优势，就认为可以轻轻松松
走在前列的盲目乐观？有没有认为经
济好就一好百好，看不到其他方面发
展短板的认识盲区？……”

今年6月的全省县（市、区）委书记
政治能力建设专题培训班开班式上，
省委书记娄勤俭为党员干部们上了一
堂专题党课，“九个有没有”的辛辣质
询，令全场陷入深思，引发连日刷屏。

“九个有没有”，是江苏对标新思
想谋划发展、推进工作的深刻拷问，也
是江苏加强领导干部政治能力建设，
用新思想解放思想、统一思想的一次
再动员。

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
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保证全党服
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
领导，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
在江苏，旗帜鲜明讲政治，已融入到党
内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落实到改革
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中。

去年6月，江苏对标对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全省开
展解放思想大讨论，着力解决“身体进
入新时代，思想停在过去时”的问题，打
响了江苏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当头炮”。

今年6月以来，“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在全省深入展开。江
苏创造性地贯彻中央决策部署，将主
题教育作为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领航工程”、
提高党的建设质量的“基础工程”、密
切联系服务群众的“民心工程”、推动
江苏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的“动力工
程”，切实做到“五深入五确保”，形成
江苏主题教育的鲜明特色。

“新时代江苏发展的高度，取决于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深度，广大党员干部要带着
信仰学、带着使命学、带着问题学，着重

解决‘理解不深入、行动跟不上、落实缺
乏创造性’的问题。”娄勤俭强调。

“牢记使命，更多的是担当使命。”
一位县委书记说，“对县（市、区）委书
记来说，最根本的政治能力，就是能否
更加自觉地对标新思想、贯彻新思想，
把握大势，守住‘四条底线’，创造良好
改革发展环境。”

强化组织保障，
让执政基础更坚实

2017年 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视察徐州市贾汪区马庄村时指出，农
村基层党组织是农村各个组织和各项
工作的领导核心，要把农村基层党组
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
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
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

建好农村基层党组织，关键是选
好用好带头人。今年6月，省委组织
部就“新时代村书记队伍建设”进行专
题调研，通过对全省1.4万多名村书
记进行分析研判，摸清了村书记队伍
建设的“7个痛点”。

破解“7个痛点”，江苏启动实施
村书记“百名示范、千名领先、万名骨
干”工程，计划用3年时间，每年选拔
100名当标杆作示范、培养1000名左
右当头雁领先进，以此带动全省1万
多名村书记当骨干强队伍，形成“万名
看千名、千名看百名、百名常青树”的
梯级管理和晋位升级工作格局。11
月25日，100名政治素质好、道德品
行好、带富能力强、示范作用强的村书
记被命名为首批“百名示范”村书记。

▶下转14版

全面从严治党，为“强富美高”提供坚强保障

本报讯（记者 陈月飞）16日，省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
扩大会暨第五十二次主任会议。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
主任、党组书记娄勤俭委托，省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党组
副书记陈震宁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成员、副主任邢春宁、刘
捍东、魏国强、曲福田和秘书长陈蒙蒙参加会议。

会议学习传达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会议指出，省
人大常委会及机关要全面正确把握今年经济工作取得的显著
成效和形成的科学认识，更加自觉主动地推进高质量发展；全
面正确把握当前宏观经济形势，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坚定发
展信心，坚定不移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全面正确
把握明年工作的重点任务，进一步咬定目标、锐意进取，切实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会议
强调，要聚焦重点工作，展现人大作为，紧紧围绕中央决策部
署，找准明年依法履职的主要着力点，通过立法、监督、重大事
项决定等法定职权的综合行使， ▶下转7版

省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扩大会
暨第五十二次主任会议

新华社北京 12 月 16
日电 全国离退休干部先
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
会16日在京举行。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
会堂亲切会见受表彰代表，
向他们表示热烈祝贺，希望
他们珍惜光荣历史、永葆政
治本色，继续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
积极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
副总理韩正参加会见。

上午10时，习近平等
来到人民大会堂金色大
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习近平等同代表们亲切握
手，不时交谈，并同大家合
影留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中央组织部部长陈希
参加会见，并在表彰大会
上讲话。他说，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老干部工作系列重要指
示精神，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牢记老同志历史
功绩，大力传承老同志崇
高精神，学习弘扬离退休
干部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事迹，激励广大党员干部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立足
本职、建功立业。

大会表彰了150个离
退休干部先进集体和450
位先进个人，上海市浦东新
区上钢新村街道“两弹一
星”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党支
部书记陈福良、湖北省军区
武汉第二离职干部休养所
离休干部马旭、黑龙江省公
安厅退休干部崔道植分别
在大会上作了发言。

丁薛祥、许其亮、胡春
华和中央军委委员苗华参
加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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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 16日电 国
家主席习近平16日下午在中南海瀛
台会见了来京述职的香港特别行政
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听取了她对香
港当前形势和特别行政区政府工作
情况的汇报。

习近平说，即将过去的这一年，
是香港回归祖国以来局面最为严峻
复杂的一年。面对各种困难和压力，
你坚守“一国两制”原则底线，依法施
政，恪尽职守，做了大量艰苦工作。

你还带领特别行政区政府积极回应
社会关切，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扶助
企业、纾缓民困，认真研究解决社会
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对你在香港非
常时期显示出的勇气和担当，中央是
充分肯定的。

习近平强调，11月14日我在巴
西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1次会晤
期间发表讲话，表明了中央对香港局
势的基本立场和态度。我们维护国
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

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决心坚
定不移，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香港
事务的决心坚定不移。

习近平表示，我们将继续坚定支
持你带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
施政，坚定支持香港警方严正执法，
坚定支持爱国爱港力量，并希望香港
社会各界人士团结一致，共同推动香
港发展重回正轨。

韩正、丁薛祥、杨洁篪、郭声琨、
尤权等参加了会见。

习近平会见来京述职的林郑月娥

本报讯（记者 黄 伟 耿 联）苏北地区老百姓
期盼已久的“高铁梦”终于迎来了梦圆的激动时刻！
12月16日上午8时53分，气势恢宏的盐城站二楼候
车大厅，省委书记娄勤俭郑重宣布：“徐宿淮盐高铁、
连淮高铁开通运营！”9时，首趟从盐城站开出的
D5618次列车驶向徐州东站。至此，江苏苏北五市
铁路接入全国高铁网，全面迈进高铁时代，全省13个
设区市实现了“市市通动车”。这标志着江苏打造交
通强省迈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步。

江苏各种运输方式齐全，内生交通需求强劲，但

区域之间发展并不平衡。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江苏广
袤的长江以北地区除徐州外皆无高铁，人民群众热切
期盼铁轨上的“诗和远方”。

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老百姓关心什么抓什么、哪
里薄弱提升哪里，省委、省政府紧盯突出问题，强势攻
坚突破。今年春节后，我省第一个全省性大会即为交
通强省暨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推进会议。会
议提出，要更大力度补短板，把铁路作为综合交通建
设的主战场，按照“苏北突破、苏中提升、苏南优化”的
思路，加快建设“轨道上的江苏”。 ▶下转9版

徐宿淮盐高铁和连淮高铁正式开通运营

苏北五市圆了“高铁梦”

本报讯（记者 耿 联 黄 伟）江苏高铁发展迈
出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要步伐。12月16日上午，徐
宿淮盐高铁、连淮高铁开通运营现场会在盐城举行。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娄勤俭出席现场会宣布
徐宿淮盐高铁、连淮高铁开通运营，并乘坐首发列车
沿途考察高铁建设和运营情况，代表省委、省政府向
参与高铁建设和运营的广大干部职工表示衷心感谢、
致以诚挚问候。省委副书记、省长吴政隆，国家铁路
集团副总经理王同军出席并讲话。

在新启用的盐城站候车大厅，娄勤俭、吴政隆、王
同军等察看了徐宿淮盐高铁、连淮高铁等平面示意
图，听取建设和运营情况介绍。在我省高铁路网中，
徐宿淮盐高铁是“金腰带”，连淮扬镇高铁是“脊梁
骨”。徐宿淮盐高铁西起京沪高铁徐州东站，向东南
依次经宿迁、淮安和盐城，是我省“三纵四横”快速铁
路网的重要一横。连淮高铁北起陇海线连云港站，南
抵淮安东站，是贯通我省南北的重要通道，也是长三
角城际铁路网和我省“三纵四横”快速铁路网的重要
组成部分。至此，我省通高铁的设区市增加至10个，
铁路总里程达3550公里，其中时速250公里以上的
高铁1270公里。

吴政隆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徐宿淮盐高铁、连淮
高铁开通运营表示祝贺，向国家铁路集团及关心支持
江苏发展的各界人士表示感谢，向广大建设者表示慰
问。他说，在全省上下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
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的重要时刻，徐宿淮盐高铁
和连淮高铁正式建成通车，这是我省在交通强省建设征
程中迈出的坚实一步，是沿线各地人民期盼已久的一件
喜事，也是江苏交通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件大事，标
志着苏北五市全面进入高铁时代， ▶下转5版

徐宿淮盐高铁连淮高铁开通运营现场会举行
娄勤俭宣布两条高铁开通运营 吴政隆王同军讲话

16日，徐宿淮盐高铁、连淮高铁开通运营现场会在盐城举行。娄勤俭、吴政隆等乘坐首发列车沿途考察铁路建
设和运营情况。图为娄勤俭、吴政隆在宿迁站慰问铁路工程建设者。 本报记者 肖 勇摄

1616日日，，驶离高铁淮安东驶离高铁淮安东
站的站的DD56695669次列车次列车。。
赵启瑞摄赵启瑞摄 视觉江苏网供图视觉江苏网供图

随着徐宿淮盐高铁和连淮高
铁建成通车，苏北五市全面迈进高
铁时代。对于一直都在期盼高铁
的苏北广大父老乡亲来说，这个

“高铁梦”曾似乎很遥远，但没想到
就在我们即将告别 2019 年时，忽
然间实现了。

快，高铁真快，首次乘坐盐城
站发出的复兴号列车的乘客这样
评价。快，江苏高铁建设今年真
快，关注江苏发展的人们同样这
样评价。

今年春节后江苏第一个全省
性大会——交通强省暨现代综合
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推进会议，加快
建设“轨道上的江苏”等一系列谋
划部署，给人们带来的心跳感觉犹
在。而眼下，综合交通大建设、大
跨越、大发展的壮美画卷，正快速
变成激动人心的现实模样。业内
专家也由衷感慨，苏南沿江城际铁
路1年左右就实现了开工，宁淮城
际铁路更是在取得规划支撑之后
8个多月就实现开工建设，连续创
下高铁建设史上的“江苏速度”。

为什么江苏能克服重重困难，
跑出高铁建设的“加速度”？观念
一变天地宽。 ▶下转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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