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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十三届十一次全体会议召开
本报讯 4 月 25 日上午，中共启东市
委十三届十一次全体会议在市行政中心
召开。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参加会议，市纪

委委员列席会议。
会议由市委书记李玲主持。
会议应到市委委员 32 名，候补委员 5

名。实到市委委员 29 名，候补委员 4 名。符
合规定人数。
经过认真审议，会议通过了《中国共

产党启东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
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启东市第十
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中国共产党启东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
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启东市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2021 年 4 月 25 日中国共产党启东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通过）
中国共产党启东市第十三届委员会
第十一次全体会议，研究了召开中国共产
党启东市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有关事宜，
作出了如下决议：
一、中国共产党启东市第十四次代表
大会定于 2021 年 7 月在启东召开。
二、大会的指导思想是：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
二中、
三中、
四中、
五中全会精神，
全面系统
总结中国共产党启东市第十三次代表大会
以来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等方面
取得的成绩，讨论确定全市今后五年经济
社会发展的奋斗目标以及实现这些目标所

应采取的方针、
政策，
科学规划未来五年经
济建设、
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
社会建设、
生
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进一步动员全市
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牢记使命勇担当，
开局起步争领先，团结带领全市人民提振
精神、
开拓进取，
为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新征程而努力奋斗。
三、大会的主要议程是：
1.听取和审查中国共产党启东市第
十三届委员会报告；
2.听取和审查中国共产党启东市第
十三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
3.选举中国共产党启东市第十四届
委员会；

4.选举中国共产党启东市第十四届
纪律检查委员会；
5.选举出席中国共产党南通市第十
三次代表大会代表。
四、代表名额、分配原则及产生办法。
中国共产党启东市第十四次代表大
会的代表名额为 400 名。
代表名额的分配，由市委根据各选举
单位所辖党组织数量、党员人数和工作需
要确定；并由这些选举单位按照市委提出
的选举办法和差额比例，召开党员代表大
会（党员大会）或者代表会议选举产生。
五、全会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全体
共产党员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

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
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以及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苏重要讲话指示精
神，紧扣“强富美高”总目标，围绕
“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总要
求，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
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
展，勠力同心、锐意进取、担当作为，
为启东跑好对接浦东第一棒，打造沪苏
通一体融合发展窗口城市，奋力开启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而努力奋
斗，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启东市第
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召开。

全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召开
本报讯 4 月 25 日下午，全市人才工
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召开。会议总结了
2020 年以来人才工作开展情况，研究部署
下阶段人才工作重点任务。市委书记、市人
才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玲出席会议并讲
话，市委副书记、宣传部部长，市人才工作
领导小组副组长邵茂华主持会议。市领导
蔡毅、唐海兵、彭晓红出席会议。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不断优化创新创

业环境，深入实施“东疆英才计划”
“百千万
人才集聚”
“沪启人才合作‘333’”等系列工
程，2020 年先后引进各类高层次创新创业
人才 275 名，新增入选省“双创人才”15 名，
人才综合竞争力持续上升，人才引领发展
效应日益凸显。
李玲指出，要强化第一资源意识，推进
人才强市战略。2021 年是“十四五”开局之
年，也是启东人才工作开启新征程的起步

之年。要跑出加速度、跑赢新赛程，进一步
提升对人才工作的规律性认识。要用战略
眼光看待人才工作，牢固树立人才是第一
资源的理念，以更加广阔的视野、更加开放
的姿态、更加包容的胸怀，从各个领域、各
个行业、各类组织中挖掘和发现人才，推动
各方面人才竞相涌现，使人才工作与高质
量发展更加契合、与产业转型升级更加贴
合、与中心工作更好融合，为“十四五”开好

局、起好步提供坚实的智力支撑。
李玲强调，要厚植人才成长沃土，打造
人才集聚高地。要真正把人才工作作为一
项战略工程、系统工程来抓，精准施策，确
保人才引得进、留得住、能扎根、结硕果。要
坚持多措并举聚人才，深入研究掌握人才
流动、发展规律，充分发挥企业引才主体作
用，创新引才模式，做到高端人才、青年人
才、专技人才、
（下转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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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党建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

启东市融媒体中心出版

本报讯 4 月 25 日下午，
市委书记、市委党的建设工作
领导小组组长李玲主持召开
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会议。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
总结 2020 年度全市党建工
作，研究部署今年党建重点任
务。市领导邵茂华、唐海兵、彭
晓红参加会议。
李玲指出，今年是我们党
成立 100 周年，是“十四五”开
局之年，也是奋力开启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
起步之年。市委党建工作领导
小组要准确把握当前面临的
新形势、新任务，不断增强全
面 从 严 治 党 的 自 觉 性 、坚 定
性，认真履职、担当作为，抓实
抓好党建工作，更好发挥党建
引领保障作用。
李玲要求，要以党的政治
建设为统领，推动党建全面过
硬。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
长期的重大政治任务，引导党
员干部学懂弄通做实，更富创
造性地推动中央及省市委的
各项决策部署在启东落地生
根，推动党建各领域工作协同
和资源整合。要以庆祝建党百
年 为 主 线 ，营 造 浓 厚 发 展 氛
围。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精
心组织庆祝建党 100 周年系列
活动，
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
为“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营
造良好的舆论氛围。要以换届
选举工作为契机，全面夯实基
层基础。坚持党对换届工作的
全面领导，树立正确选人用人
导向，
筑牢基层战斗堡垒，
着力
构建特色鲜明、作用突出、连点
成带、全域联动的基层党建
“启
东样本”
。
要以正风肃纪反腐为
抓手，巩固良好政治生态。聚
焦为基层减负，深入整治“四
风”顽瘴痼疾；紧盯民生领域，
组织开展“四大专项整治”行
动，以正风肃纪的实际成效，
增强群众的获得感。
李 玲 强 调 ，加 强 党 的 建
设，关键在强化责任担当，根
本在从严抓好落实。市委党的
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要抓好统
筹谋划，党建办要发挥牵头抓
总作用，加强面上协调和点上
作用，各成员单位要立足部门
职能，认清自身责任，进一步明确目标、细化
举措，指导督促全市各级党组织扛起主责、抓
好主业、当好主角，通过落细落实党建工作责
任，凝聚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不断开创全市
党的建设工作新局面。
会议传达了省委、南通市委党建工作领
导小组会议精神，讨论了市委党的建设工作
领导小组 2021 年工作要点。
（融媒体记者 黄燕鸣 朱碧石 潘杨）

“启东制造”
线上揽大单
43 家企业广交会意向
成交额达近 2000 万美元

4 月 25 日，启东育锋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生产车间内，工人们正在加紧生产。
据悉，该公司位于市高新区，去年开始正
式投产。主要生产汽机排气系统之消音、
隔热产品，并销往韩国、印度、印尼、马来
西亚、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今年预计实
现产值 7000 万元。
融媒体记者 姜雨蒙摄

合作镇全力建设“网红”农社，培育“红色”品牌，优化基础设施——

农旅融合打造乡村
“最美人间”
融媒体记者 潘瑾瑾 施彦佟
最美人间四月天。
近日，合作镇二效村成了周边众多旅
游爱好者争相“打卡”的网红地。村里的二
效公社农旅项目因为抖音视频和直播收
割了一大波流量，
变得远近闻名。
来到二效公社，别具一格的木桥流水
原生态格局让人耳目一新，数十种花卉绿
植让人仿佛能“触碰”春天。据项目负责人
曹建东介绍，每个周末，这里都要接待近

500 名游客，目前手上团建和亲子活动的
作为拥有第一党支部诞生地、首届县政
订单也已排到月底。
府旧址等启东早期革命的燎原之地，
合作镇
二效公社不是个例。今年以来，合作镇
的红色资源吸引了大批党员干部前来参观，
在既有农旅资源的基础上，大力推进美丽
感受历史文化、
感悟初心使命。
乡村建设。申报省级特色田园乡村 1 个、南
“党在启东建立组织以来，牺牲的党员
通市级乡村振兴示范村 1 个、市级特色田
有 1300 多名……”在我市中共第一支部诞
园乡村 1 个、美丽宜居乡村规划发展村 5
生地——合作镇洋桥村村史馆内，
个；重点培育水果种植村 3 个、红色文化村 “百姓名嘴”
朱永继声情并茂地向参
2 个，休闲生态村 3 个，集聚各村特色资源，
观者讲述。
据悉，
今年合作镇将依托
策应镇域农旅线路打造，助推乡镇振兴产
这些红色“基因”，培育特色培育红
业发展。
色廉政教育品牌。
目前，
第一党支部

诞生地修缮设计方案已完成，
预计 4 月底前
完成修缮工作；
首届县政府旧址周边环境改
造方案正在设计修改，
预计 6 月底完成。
合作大桥在合作镇主干道志圩线上，
平常人来人往、车水马龙。老的合作桥因年
久失修，早已变成危桥。 （下转第 3 版）

本报讯 4 月 24 日，第 129 届线上广交会
正式闭幕。我市共有 43 家企业参展，累计意向
成交额近 2000 万美元。
此次参展企业涵盖五金、工具、食品、箱
包等 21 个行业类别，参展企业通过图文、视
频、3D、VR 等多种形式展示，向全球采购商呈
现启东优质出口商品。
借助广交会这一平台，我市越来越多的
企业成功踏上国际舞台，对企业拓展国际市
场、扩大外贸出口，以及壮大我市开放型经
济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市东成电动工具通过
在直播间进行静态展示、动态直播、互动洽
谈、在线下单等活动，争取到了 1000 多万
美元的订单，其中 300 多万美元来自东南亚
地区新客户。此外，在南通线上商务示范中
心集中布展的江苏力邦工具有限公司，也斩
获佳绩。
（融媒体记者 潘瑾瑾 通讯员 姚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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