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请关注邢台日报微博、微信、掌上邢台客户端

XINGTAI DAILY

中共邢台市委机关报 邢 台 日 报 社 出 版

己亥年六月初八 今日8版2019年7月 10 日 星期三

周 恩 来 亲 笔 题 写 报 名 创刊于1956年7月 1日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13—0007 代号17—32 第008066期 责任编辑 王延军 范永吉 责任校对 苗 帅 微机操作 刘晨红 E-mail:rbcbzx@126.com 电话：3129993

本报记者 谢晓燕

七月的邢台，炽热流火。然
而，比天气更热的是一个个重点项
目建设施工现场。

总投资 16 亿元的晶澳太阳能
（邢台）有限公司单晶硅和太阳能电
池组件生产线项目部分试生产。该
项目建筑面积比一期少 1 万平方
米，生产线由8条减少到6条，产
能比一期提高500兆瓦。

年产16万吨液体乳及乳饮料项
目投产运营，威县打造“世界级标
准”君乐宝基地。

总投资30亿元的临西县光明集
团百万头生猪养殖一期项目正式投
产运营。项目全部投产后，预计年
可上市优质生猪55万头，年产值逾
10亿元。

……
今年以来，一个个重点项目如

雨后春笋，你追我赶、百舸争流，
邢襄大地处处可见如火如荼的项目
建设热潮。

我市紧紧抓住项目建设这一
“牛鼻子”，积极谋项目，主动争项
目，大力引项目，全力推项目，以
大项目、好项目推动邢台高质量发
展。

2019年，我市列入省重点项目
39个，总投资819.6亿元，年度计划
投资 109.4 亿元。省重点项目实现

“县县全覆盖”。今年，全市安排市
重点项目300项，总投资3159.2亿
元，年度计划投资400.2亿元。二季
度，省、市重点项目全部开工建
设，开工率均为 100%，居全省第
一。300个市重点项目完成投资260
亿元，占年计划的64.95%，超时间
进度14.95个百分点。

精准招商引来大项目

2月22日至25日，我市192个
项目陆续开工建设，总投资899.3亿

元。先进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
源、节能环保、现代服务业等一批

“高精尖”项目纷纷落地，为邢台高
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大势能。

市委、市政府以“狠抓落实
年”为抓手，把招商引资和重点项
目建设作为工作重点，狠抓落实，
持续加大项目建设力度，全市重点
项目建设强势推进。

4月 15日在全市二季度重点工
作推进会议上，公开晾晒了全市招
商引资考核评价指标，对20个县市
区的考核分数进行了排名。通过公
开晾晒一季度六项重点工作完成情
况，在全市上下形成了“有成绩就
表扬，有问题就批评，狠抓落实不
放松”的鲜明导向。

在项目引进上，更加注重高质
量、高效益，强化对亩均税收、亩
均增加值、单位能耗增加值、单位
排放增加值等指标的综合评价，杜
绝低水平重复投资，（下转第七版）

高质量发展2019年中回眸重大系列报道之重点项目篇

你追我赶 百舸争流

本报讯（记者张鑫 实习生薛元元
通讯员赵江招）7月 11日至16日，河
北省第二十届大学生运动会将在我
市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举行。共有
88所高校2203名运动员参赛，201支
田径代表队、52支轮滑代表队、29支
篮球代表队、20支排球代表队将分别
参加甲乙丙丁四个组别的比赛。

市委、市政府十分重视本届大运
会，协调市公安、卫健委、市场监督管
理、交警、消防等相关部门密切配合，
各司其职，周密细致地对运动会期间
的后勤接待、车辆调度、安保工作等
进行了部署，为大运会的进行提供有

力的保障。
本届大运会由河北机电职业技

术学院承办。该学院对田径场、篮球
场、排球场、轮滑场地等进行了修缮、
翻新，所需器材已全部就位。

大运会开幕式定于7月 11日举
行。开幕式将紧紧围绕“相约魅力邢
襄 追逐青春梦想”这一主题，分设
燃烧青春、璀璨邢襄、歌唱祖国三个
篇章，参演总人数达3500人。

河北省大学生运动会由省教育
厅主办，省大学生体育协会协办，每
两年举办一次，是河北省高等学校的
体育盛会。

省第二十届大运会明日在邢开幕
88所高校2203名运动员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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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晓燕

抓项目推进，落地才是硬道
理。可以说，招商引资的成效，转型
跨越的成效，都集中体现在项目落
地的多少、落地项目的大小上。

没有项目，工作就没有抓手，
增长就没有后劲，发展就没有依
托。然而，有了项目也并不意味着
万事大吉，必须要从纸上落到地
上，早投产、早达效。

当下，如何保证项目真落地、
真开工、真推进？

项目落地是实实在在的工作，
是硬指标、硬任务，来不得半点虚
假。抓好项目落地，必须严格落实

项目建设责任制。细化项目指标，
明确项目责任人和完成时限，提高
项目的开工率。在项目推进过程
中，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研究、
第一时间解决，少为项目不落地找
理由，多为项目落地想办法。

目前，各地都在竞相发展，区
域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谁先行一
步就领先，谁放慢半拍就落后。广
大干部要上紧发条、开足马力，狠
抓落地，在保证项目质量的基础
上，全面推进项目快落地、快投产，
尽快将“纸上”项目变成“地上”项
目，将“地上”项目变“账上”项目，
让更多的大项目、好项目在邢台这
片热土上生根、开花、结果。

项目建设重在落地达效

本报讯（记者武健）7月4日，市
委副书记宋华英主持召开分管部门
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和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汇报会。她强调，要进一
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中央和省市委关于党风廉政建
设的决策部署上来，强化举措，狠抓
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取得新
成效。

宋华英指出，各部门党委（党组）
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提高政治站位，始
终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首要政治任
务，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活动，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
进去，把工作摆进去，着力强化理论
武装、强化政治建设、强化担当作为，
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以工作的新业绩检验从严
治党的新成效。

宋华英强调，要牢固树立抓好党

风廉政建设是本职、不抓是失职，抓
不好是渎职的理念，对照新标准、新
要求、新规矩解决问题，不能用老观
念对待新事物，不能用旧观点思考新
问题，不能习惯于常年形成的工作套
路。要认真落实党委（党组）的主体责
任、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
任和领导班子成员“一岗双责”责任，
聚集重点整治领域和领导干部关键
人群，持续纠正“四风”，力戒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狠抓党风廉政建设规
章制度落实；要保持廉洁自律，正确
对待权利责任，培养健康生活情趣，
筑牢拒腐堤坝，不断开创党风廉政建
设工作新局面。

会上，市直工委、市委教育工委、
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市科协、
市残联、市计生协、市工经联、市委党
校等10个部门就上半年落实党风廉
政建设责任制和执行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有关情况作了汇报。

宋华英在分管部门落实党风廉政建设
责任制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汇报会上强调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
推动工作再上新台阶

新华社北京7月9日电 （记者
张晓松 朱基钗） 中央和国家机关
党的建设工作会议7月9日在北京召
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
要讲话。他强调，新形势下，中央和
国家机关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
着力深化理论武装，着力夯实基层基
础，着力推进正风肃纪，全面提高中
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质量，在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思想理论上作表率，在
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上作表
率，在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各项决策
部署上作表率，建设让党中央放心、
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模范机关。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
处书记王沪宁主持会议，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赵乐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
院副总理韩正出席会议。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中央和国
家机关党的建设必须走在前、作表
率，这是由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地位和
作用决定的。中央和国家机关离党中
央最近，服务党中央最直接，对机关

党建乃至其他领域党建具有重要风向
标作用。深化全面从严治党、进行自
我革命，必须从中央和国家机关严
起、从机关党建抓起。

习近平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取得了显著
成绩，积累了重要经验。实践证明，
做好中央和国家机关党建工作，只有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要
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以党的政治建
设为统领，才能永葆中央和国家机关
作为政治机关的鲜明本色；只有坚持
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高举思想旗帜、强化理论武装，
机关党建工作才能始终确保正确方
向；只有围绕中心、建设队伍、服务
群众，推动党建和业务深度融合，机
关党建工作才能找准定位；只有持之
以恒抓基层、打基础，发挥基层党组
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机关党建工作才能落地生根；只
有与时俱进、改革创新，勇于探索实
践、善于总结经验，机关党建工作才
能不断提高质量、充满活力；只有全
面落实党建责任制，坚持党组 （党

委）班子带头、以上率下、以机关带
系统，机关党建工作才能形成强大合
力。

习近平指出，带头做到“两个维
护”，是加强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
设的首要任务。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
党员、干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一
把手做工作要首先自觉同党的基本理
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对标对表，
同党中央决策部署对标对表，提高政
治站位，把准政治方向，坚定政治立
场，明确政治态度，严守政治纪律，
经常校正偏差，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
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照办、党
中央禁止的坚决杜绝。要把“两个维
护”体现在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
的行动上，体现在履职尽责、做好本
职工作的实效上，体现在党员、干部
的日常言行上。要大力加强对党忠诚
教育，学习宣传先进典型，引导党
员、干部见贤思齐，把对党忠诚纳入
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带头做到“两个
维护”，既要体现高度的理性认同、
情感认同，又要有坚决的维护定力和
能力。

习近平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要
走在理论学习的前列，提高学习教育
针对性和实效性，在学懂弄通做实上
当好示范，自觉主动学，及时跟进
学，联系实际学，笃信笃行学，学出
坚定信仰、学出使命担当，学以致
用、身体力行，把学习成果落实到干
好本职工作、推动事业发展上。要在
青年干部中开展强化政治理论、增强
政治定力、提高政治能力、防范政治
风险专题培训，创造条件让干部在斗
争实践中经风雨、见世面、长才干、
壮筋骨。

习近平指出，中央和国家机关要
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以提升组
织力为重点，锻造坚强有力的机关基
层党组织。要抓两头带中间，推动后进
赶先进、中间争先进、先进更前进，实
现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要
严格党员教育管理监督，落实好“三会
一课”等制度，使每名党员都成为一面
鲜红的旗帜，每个支部都成为党旗高
高飘扬的战斗堡垒。要加强分类指导，
科学精准施策，增强机关党建工作的
针对性和有效性。 （下转第七版）

习近平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强调

全面提高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质量
建设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模范机关

本报讯（记者马维勇 通讯员
任海彬 王小刚）7月9日，市人大常
委会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市人大常
委会党组书记魏吉平主持会议。市人
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冯秋梅、尹全
峰，党组成员戎志学、杨爱国、陈同计
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世
伟，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各委室负责同
志、副秘书长及派驻机关纪检监察组
长列席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
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了省人
大常委会党组开展“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实施方案和九届
市委83次常委会会议精神，讨论研
究了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开展“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预热升
温阶段和正式阶段实施方案；传达
学习了中纪委印发《关于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深入落实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工作意见》的
通知精神和九届市委 85 次常委会
会议精神、全省人大社会建设工作
座谈会精神、全市2019年上半年重
点项目观摩暨第三季度重点工作
推进会议精神，并研究了相关贯彻
落实意见。

会议强调，要切实扛起主体责
任，提前谋划，精心组织、周密安排，
聚焦根本任务，努力做到标准更高、
要求更严、落实更好，切实做好主题
教育预热升温活动。要严格执行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深化纠正“四风”和作
风纪律专项整治活动。要准确把握工
作定位，紧紧围绕全市工作中心，积
极探索地方人大社会建设工作新途
径。要切实把重点项目建设作为人大
参与中心工作的主战场，立足人大职
能作用和制度优势，加大监督检查力
度，以监督支持工作，助推经济高质
量发展取得新实效。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扩大）会议

抓好主题教育 助力
我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为 您 导 读
我市小麦加工业取得长足发展

“粮袋子”变成“钱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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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一场深刻革命，永不停歇。
2014年 12月 17日，威县将分

散在原26个部门的166项行政审批
权集中在一起，组建了全国第一家
县级行政审批局。

迎难而上，破局开路，四年半时
间里，作为全省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的试验田和先行者，威县行政审批

局围绕“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
服务”，把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
改革、涉及制度创新的改革、有利于
提升群众获得感的改革放在突出位
置，坚持每年一大步，改革不停步，
不断破旧立新释放改革红利，多项
经验在全省乃至全国推广。不久前，
该局获得第九届全国“人民满意的

公务员集体”殊荣。
捧着这份沉甸甸的荣誉，威县

政协副主席、行政审批局局长蒋志
华说，“荣誉就是责任，改革只有
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优化服务永
远在路上，我们必须坚定破局开路
改革定力，努力提升便民利企服务
能力。” （详见五版）

保持破局开路改革定力
提升便民利企服务能力

——记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威县行政审批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