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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贴近 服务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张明丽）根据市

委统一部署，2月 2日，市委书记陈堂清

参加指导墨河街道 2022 年度领导班子

民主生活会。陈堂清要求，墨河街道要始

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引领，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

大精神，聚集“发展质效提升年”工作主

题，明确坐标、找准定位，勇挑大梁、勇扛

重责、多作贡献，敢为善为、务实落实，以

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

务实的作风，苦干实干、攻坚克难，全力

推动墨河街道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打

造可观可感的现代化建设新图景。

会议通报了墨河街道 2022 年度民

主生活会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和本次民主

生活会征求意见情况，街道党工委书记

代表领导班子做了对照检查，班子成员

逐一进行了个人对照检查发言并开展了

批评与自我批评。

陈堂清对本次民主生活会进行了点

评，认为此次民主生活会紧扣主题，班子

成员畅所欲言，敞开心扉，达到了“团

结———批评———团结”的目的，是一次严

肃认真、民主团结、求真务实、富有成效

的民主生活会。

就深化民主生活会成果，陈堂清要

求，要筑牢政治忠诚，以实际行动践行

“两个维护”。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重要政

治任务，深刻领悟“两个确立”决定性意

义，以党中央的旗帜立场、决策部署、担

当精神为标杆，及时校准思想之标、调正

行为之舵、绷紧作风之弦，树牢“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始终同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

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持之以恒强

化党性锻炼，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

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严格落实意识形态

责任制，全面推动市委决策部署在墨河

街道落地生根。

要聚焦主题主线，以过硬担当锻造发

展业绩。集中精力抓服务保障。作为服务经

开区发展和建设的主体，墨河街道要牢固

树立“一切围着园区转、一切盯着园区干”

的鲜明导向，主动靠前服务，强化主业主责

意识，扎实做好要素保障工作，全力为经开

区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要久久为功抓城

乡环境。以美丽新沂建设为引领，大力实施

生态驱动战略，加快推进基础设施配套、公

共空间治理、住房条件改善等工作，促进

“人城境业”和谐统一，打造更加宜居宜业

的美丽新墨河。要用心用情抓民生改善。聚

焦乡村振兴要求，大力发展富民产业，壮大

村集体经济，提升村容村貌，强化村庄治

理，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

民富裕富足。要大力推行网格化社会治理，

持续深化践行“四个万家”促进“四个建设”

活动和“大排查大整治大提升”专项行动，

坚持关口前置、重心下沉，主动回应群众诉

求，真正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

责。

要注重标本兼治，以较真态度抓好

问题整改。对查摆出来的问题，坚持班子

整改和个人整改相结合，绝不能用班子

整改代替个人整改，也不能只注重个人

整改而忽视班子整改。要坚持“有序改”

和“回头看”相结合，既要逐项整改又要

及时调优整改工作，不断提升整改成效。要坚持源头治理和标本

兼治相结合，深挖思想根源，注重从制度层面、落实层面巩固整

改成效，以解决问题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

要坚持从严从实，以高度自觉涵养政治生态。墨河街道要高

度重视基层组织建设，坚持“抓两头、带中间”，主动发挥先进示

范的带头作用，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要坚决

扛起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大力整治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真正使铁的政治纪律转化为党员干部日常

习惯和行动自觉。要严格履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精准用好“四

种形态”，真正抓早抓小、防患未然，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

沂新实践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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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沈丹

青）2月 2日，市委书记陈堂清

调研棋盘镇时强调，要深入学习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把高质量

发展作为首要任务，聚焦“发展

质效提升年”工作主题，大力践

行“四敢”精神，加快产城融合步

伐，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全

力打造现代化强镇。市委常委、

副市长、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陈

刚参加活动。

建设现代化强镇最根本的

出发点是提升群众的幸福感。在

王徐新型农村社区，青瓦白墙错

落有致，飞檐翘角别有情趣，排

排小楼彰显新时代民居特色。

陈堂清边走边了解房屋面积、建

设成本、群众搬迁意愿等，并走

进群众家中，详细察看房屋的结

构、布局及基础设施配套情况。

陈堂清强调，乡村有独特的肌

理、文化和韵味，要因地制宜、因

村施策，在充分尊重群众意见的

基础上，注重成本控制，让群众

住上满意房。要全面改善村庄环

境、百姓居住条件，让农村更有

乡韵、乡情、乡味，不断提升群众

的幸福感。

建设现代化强镇最重要的

手段是工业化推动。棋盘工业集

中区的三和伟业玻璃与外资合

作，引进德国高端装备提升生产

工艺，致力于打造国内第一家料

道着色、本色玻璃瓶企业，引领行

业发展。“去年销售情况如何？”

“今年市场订单排到几月了？”“新

项目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在三

和伟业，陈堂清看产品、谈项目、

话发展，他勉励企业要抓住经济

回暖的契机，加快走出去步伐，找

市场、抢订单，不断做大做强。要

加快推进技改步伐，做优产品，提

升产品附加值，不断推动企业向

产业链中高端攀升。

建设现代化强镇最扎实的

根基在于强村富民。墨云村原为

经济薄弱村，2020 年利用帮扶

资金，建设 8000吨粮食烘干项

目，为集体增加 48万元的收入，

一举摘掉了“穷帽子”。陈堂清详

细听取了粮食烘干项目运转情

况，了解了村集体资金使用情

况，他鼓励墨云村要把长久盈利

作为目标，通过发动乡贤力量、

创新经营模式等方式，加强市场

化运作，持续提高增收本领。要

合理利用村集体收入，把有限资

金投入到基层公共服务中去，为

乡村振兴奠定坚实基础。

陈堂清还来到棋盘垦发农

业、城岗新型城镇社区、城岗村

土城特色田园乡村调研，与镇村

干部面对面交流，理清思路，谋

划发展。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听

取了棋盘镇工作汇报后，陈堂清

强调，棋盘镇新的一年发展思路

清、措施实、目标明，形成了心往

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共识，为

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基础。要把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

当前和今后首要的政治任务，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定向领航，以建设现代

化强镇作为追求，树牢“开年就

是开工、开工就要实干”的意识，

准确理解“状态是前提、理念是

先导、落实是关键、作风是保

障”，对标先进、正视差距、迎头

赶上，务实低调不张扬、埋头苦

干开新局，努力推动发展质效提

升，奋力夺取“开门红”。

陈堂清要求，要聚力产业强

镇，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聚焦

工业集中区产业形态，在招大引

强、招新引高上下功夫，用好用

足政策和土地资源，加快新材料

产业培育。要全面提升制造业层

次，鼓励企业加快技改步伐，通

过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实

现产品质量提高、产业层次优

化，提升发展质效。要提升服务

业繁荣度，围绕生产性和生活性

服务业配套，加快农旅融合，不

断提升人气、商气，增强小城镇

集聚度。要推动农业大镇向农业

强镇转变。发挥生态、有机、绿色

农业优势，以山水大道为生态轴

线，加快招引现代农业产业市场

主体，提升农业集聚度、吸引力，

真正实现富民强村。

要聚力城乡融合，提升基础

设施公共服务均衡化。聚焦城乡

二元结构矛盾，持续推进城镇基

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

推动农业多领域发展、农村全方

位繁荣、农民多渠道增收，不断

缩小城乡差距。要抓住新型农村

社区建设不放松，注重以城带

乡、优势互补、共同提高。要重视

乡土味道，体现农村特点，保留

乡村风貌，探索出一条可复制、

可推广、可借鉴的新路径。

要聚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

现代农业强镇。镇村是“五级书

记抓乡村振兴”的主战场、主阵

地，要切实把党总揽全局、协调

各方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推进乡

村振兴的力量和发展优势，以高

质量发展为目标推动“乡村振

兴”，多深入基层、深入一线解决

发展实际困难，不断拓宽增收渠

道、增强造血功能。要加快农业

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乡村环

境治理，加强农村社会治理，促

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

业、农民富裕富足，铺展乡村振

兴壮美画卷。要关注弱势群体，

全心全意做好民生服务，用心关

爱“一老一小”，用情帮扶弱势群

体，兜牢各类困难群众民生底线。

要践行“四敢”精神，坚决扛

起高质量发展政治担当。要在

“敢为、敢闯、敢干、敢首创”强音

下担负起“走在前、挑大梁、多作

贡献”的重大责任，咬定“勇争一

流”目标追求，敢同强的比、快的

赛、高的争，在高质量发展中展

现新作为。要加强作风建设，坚

持正风肃纪，带头营造风清气正

的政治生态，推动形成清清爽爽

的同志关系、规规矩矩的上下级

关系、亲清政商关系，以优良的

作风扛起使命担当，建设现代化

强镇。

建设现代化强镇 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市委书记陈堂清调研棋盘镇

“后腿较长，跑得快”，这是

《新华字典》对“兔”字的部分释

义。习近平总书记在春节团拜会

上说，希望全国人民特别是广大

青年“像动如脱兔般奋跃而上、

飞速奔跑，在各行各业竞展风

流、尽显风采”。

兔子行动机敏、身形灵巧，

能用极快的速度越过前行路上

的重重障碍，躲避危险和灾难。

癸卯兔年春节已至，我们战胜

了刚刚过去的壬寅虎年里种种

高风急浪，完成了艰巨繁重的

任务，迎面而来的是全新的战

略机遇，当然也可能有风险挑

战。面对机遇与挑战，踏上新

的征程，我们要“动如脱兔”地

奔跑。

奔跑，就要主动设置明确的

目标。个人努力、集体奋斗乃至

城市、国家发展，从不会像玉兔

捣药那样岁月静好，不能寄希望

于守株待兔式的小概率事件，更

不能洋洋自得于狡兔三窟式的

“小聪明”———被动式、防御式应

对再周全，效果也抵不上主动出

击，实干向前。面对未来的不确

定、难预料因素，“躺平”和“内

卷”都不会让质点发生位移，与

其“精神内耗”，不如眼光向外、

格局打开，早早设定目标，不驰

于空想、不骛于虚声，一步一个

脚印向前跑。

奔跑，更要对未来有稳定的

预期和强烈的信心。冬去春来，

虎走兔至，时间的流淌让我们看

到了灰犀牛、黑天鹅、金丝雀以

及房间里的大象，但千万不要被

这些“神奇动物”影响了前进的

决心和脚下的步频。变局会如何

演进？未来到底会是什么样？没

有绝对确定的结论，能肯定的

是，停留在原地观望者，追涨杀

跌、想赢怕输者，往往看不到、等

不到想要的未来。时间的宏观走

势图，由每个微观个体共同绘

制；你的每一次挥臂、抬腿、送

胯，都能让未来的不确定性更小

一点。为者常成，行者常至，抛却

杂念努力前行，才有美好未来。

不进则退，慢进也是退；奋

斗时不我待，努力只争朝夕。“动

如脱兔”，意味着不再迷茫、更加

果断，意味着不再犹豫、加倍提

速。前行路上固然有呼啸的风

声、急骤的雨点，但只需坚定方

向、保持信念，终能收获“回首向

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的

泰然。

辛正平 / 文

“拼经济”拼的是精气神

本报讯（通讯员 赵娣）2月

2日上午，在经开区的科隆新能

源产业基地项目建设现场，记者

看到，项目厂房主体工程已封

顶，工人们正在进行厂房地梁模

板安装、屋面钢筋绑扎。

“项目总投资 105 亿元，是

我市又一个超百亿元投资项目，

全部达产后年产值 190亿元，将

形成年产 20万吨动力电池。一

期工程计划于今年 6月建成。”

项目负责人廉政介绍。

而此刻，在深圳，新沂珠

三角招商局局长李锐锋正手捧

《招商手册》忙着推介洽谈。在

手册“重大项目介绍”里，科隆

新能源名列其中。作为我市的

链主企业，以科隆为龙头的产

业链招商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中。

1月 27日，全市召开招商

引资项目建设誓师大会，市委

书记陈堂清发出动员令：“始终

抓紧抓牢招商引资‘生命线’、牢

牢扭住项目建设‘牛鼻子’、持续

擦亮营商环境‘金招牌’，努力实

现项目招引建设新突破，为中

国式现代化新沂新实践开好局、

起好步、走在前夯实产业发展

基础。”

冲锋项目招引建设“主战

场”，我市印发 《招商手册》

《项目建设“一件事”服务指导手

册》，打出“连环拳”。《招商手

册》列出 4个百亿级产业项目、

2个 50亿元以上项目，含金量

颇高。“去年，总投资 180亿元

的新凤鸣产业基地，总投资 6

亿美元的韩国晓星碳纤维、中

清新能源、晋能煤基新材料等

一批体量大、质态优的重特大

项目相继签约落地、开工投产。

随着落地的重大产业项目越来

越多，这本《招商手册》 每年

都要更新调整。”市商务局负责

人说。

现在，《招商手册》成为项目

招引的“敲门砖”，为精准招引供

应链、价值链关键环节企业提供

指南，促进优势产业纵向延伸、

横向集聚。而《项目建设“一件

事”服务指导手册》成为“落地

锁”，从立项用地规划许可到竣

工验收等，18 个办理事项逐条

明确，让项目落地建设“一步到

位”。

2023年，我市共编排重大

产业项目 130 项，计划总投资

1240亿元，其中当年实施项目

120项，涉及总投资 940亿元，

年度计划投资 300亿元。当前，

94个新开工项目正以开局就是

决战、起步就要冲刺的劲头，抢

进度、忙施工、保质量，以实干实

绩开好局、起好步、奋力跑。

打出招商“连环拳”冲锋项目“主战场”
我 市 94 个 新开 工 项目 加速推进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孙小会 赵芬 伏恒江）2月 2日，2022

年度全市纪检监察系统工作总结表彰大会召开，市委常委、市纪

委书记菅志辉参加会议。

2022年，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围绕落实“疫情要防住、经

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要求，开展疫情防控、融资担保、基层社

会治理和“大排查大整治大提升”专项监督，推动上级决策部署

落实见效，为我市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就进一步做好 2023年度全市纪检监察系统工作,菅志辉强调，

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新形势、新任务。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和上级纪委全会的精神实质，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

央决策部署上来。要优化方式方法，持续探索新路径、新举措。以创

新创优实践推动整体工作提档升级、争先进位。要强化实干意识、争

先意识。围绕目标撸起袖子加油干，为全年工作打下坚实基础。要忠

诚履职尽责，不断展示新担当、新作为。纪检监察机关是党自我革命

的重要力量，各条线都要深刻领会、认真思考。要强化自身建设，全

面落实新要求、新标准。主动把纪检监察工作融入到落实中央省市

部署上来，融入到新沂“一支点一门户一中心”、建设“徐州县域工业

领头羊”的战略定位中来，为中国式现代化新沂新实践开好局、起

好步保驾护航。

会议对 2022年度全市纪检监察系统先进集体、先进个人、

优秀职工、模范家属进行表彰。

2022 年度全市纪检监察系统工作总结表彰大会召开

新恒盛煤基高性能新材料项目位于经

开区，主要生产聚乙醇酸、碳酸二甲酯、草酰

胺，调产高纯氢、合成氨、尿素等产品。年产

合成氨 40万吨、尿素 60万吨。为奏响复工

复产“交响乐”,目前，数十台施工机械、800

多名施工人员全部投身一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