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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习近平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要

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带头弘扬党的光
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建设风清气正的
政治机关，让群众切身感受到新变化
新气象。要持续深化纠“四风”工作，坚
决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大力弘
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深入基
层一线，增强同人民群众的感情，学会
做群众工作的方法，从基层实践找到
解决问题的金钥匙。要坚持严字当头，
把纪律挺在前面，深化运用监督执纪

“四种形态”，抓好纪律教育、政德教
育、家风教育，加强对党员、干部全方

位的管理监督，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
腐、不想腐。

习近平指出，必须正确处理干净
和担当的关系，决不能把反腐败当成
不担当、不作为的借口。要把干净和
担当、勤政和廉政统一起来，勇于挑
重担子、啃硬骨头、接烫手山芋。要践
行新时代好干部标准，不做政治麻
木、办事糊涂的昏官，不做饱食终日、
无所用心的懒官，不做推诿扯皮、不
思进取的庸官，不做以权谋私、蜕化变
质的贪官。

习近平强调，提高中央和国家机
关党的建设质量，必须深入分析和准

确把握特点和规律。要处理好共性和
个性的关系，善于把全面从严治党理
论转化为推动机关党建的思路和举
措，重视总结提炼机关党建实践中的
创新经验，不断上升为规律性认识，使
其能够长久发挥作用。要处理好党建
和业务的关系，坚持党建工作和业务
工作一起谋划、一起部署、一起落实、
一起检查。要处理好目标引领和问题
导向的关系，既要以目标为着眼点，在
统筹谋划、顶层设计上下功夫；又要以
问题为着力点，在补短板、强弱项上持
续用力。要处理好建章立制和落地见
效的关系，制度制定很重要，制度执行

更重要，要带头学习、遵守、执行党章
党规，从基本制度严起、从日常规范抓
起。要处理好继承和创新的关系，推进
理念思路创新、方式手段创新、基层工
作创新，创造性开展工作。

习近平指出，加强和改进中央和
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必须切实加强党
的领导，牵住责任制这个“牛鼻子”。各
部门党组（党委）要强化抓机关党建是
本职、不抓机关党建是失职、抓不好机
关党建是渎职的理念，坚持“书记抓、
抓书记”，领导班子成员和各级领导干
部要履行“一岗双责”，做到明责、履
责、尽责。机关党委要聚焦主责主业，
真正发挥职能作用。中央各有关部门
要各负其责、密切配合，形成抓机关党
建工作的合力。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
要强化责任担当，履行好统一领导中
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工作的职责，指导

督促各部门党组（党委）落实机关党建
主体责任。要建设高素质专业化的党
务干部队伍，把党务干部培养成为政
治上的明白人、党建工作的内行人、干
部职工的贴心人。

王沪宁在主持会议时表示，习近
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精辟论述
了加强和改进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
设的重大意义，深刻阐明了新形势下
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的使命任
务、重点工作、关键举措，对加强和改
进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作出全面
部署。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全力以赴抓好各项工作
落实，全面提高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
建设质量和水平。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和国
家机关工委书记丁薛祥在总结讲话中
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推
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高质量发
展指明了努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要自觉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统一思想和行动，着力推动中央和国
家机关党的建设各项部署落实落地，
不断开创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新
局面。

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
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
有关领导同志，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
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
领导同志出席会议。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
员，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有关金融
机构、国有大型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
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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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一版）提高投入产出比。招商
重点区域中，境内以京津、长三角、珠
三角等发达地区为主，境外以欧美、日
韩等重点利用外资区域为主。

经贸洽谈，共谋合作双赢。“5·18”
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期间，
一批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健康食
品、新材料、医疗康养项目等40个项
目与我市签约，总投资475.48亿元。投
资5亿元的钒氮合金生产基地项目、
投资3000万美元的储能锂电池生产
项目、投资3.2亿港币的3D打印医疗
设备及耗材项目等纷纷落户我市。“5·
18”第十五届深圳文博会上，我市海洋
世界体验式休闲广场成功签约，总投
资约10亿元。

银企对接，资金助力项目建设。5
月31日，全市举行金融支持高质量发
展政银企对接会，促进金融资本与重
点项目、重点企业及相关产业对接。全
市200个市重点在建项目中有50个项
目需要金融支持资金，项目总投资
363.64 亿元，需要金融贷款 77.38 亿
元，融资需求项目正在就贷款事项与
金融机构进行对接。

盛会筹办，开启合作新篇。6月18
至19日，河北省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大
会在邢台召开。会上，我市签约10个项
目，有河北乐源牧业有限公司在威县
投资10亿元建设的牧场及奶牛饲养项

目、河北康达畜禽养殖有限公司在我
市投资16亿元建设的年出栏1亿只肉
鸡产业化扶贫项目等，总投资额达
56.19亿元。。

当前，一个个重大项目，犹如一个
个巨大的磁场，为邢台高质量发展提
供着强大助推力，已成为推动经济发
展的强劲引擎。

巨鹿县充分发挥金银花资源优
势，围绕链条进行定向产业招商，吸引
了台湾京鼎穆拉德、广东王老吉等企
业聚集，建立京鼎大健康产业园，延伸

“金银花+”链条，形成了集生产加工、
检验检测、科研孵化、销售于一体的全
产业链。

眼下，巨鹿县与广药集团已就1万
亩金银花标准化种植项目达成初步意
向，县里正在流转土地。这是引来的又
一大健康产业延链补链强链项目。

经济转型需要项目来引领，城乡
发展需要项目来推动，民生改善需要
项目来保障。我市把重点项目抓紧、抓
实、抓出成效，就能确保经济平稳健
康、实现跨越发展。

高效服务助推项目快落地

市委、市政府坚持把项目建设作
为经济工作的主战场，把项目开工作
为聚集发展新动能、实现产业加快转

型升级的新引擎。
春节过后上班第一天，市委书记

朱政学在全市“三深化、三提升”活动
动员会议上强调，当前重点要做好的
六项重点工作，第一项就是项目集中
开工。

2月15日，市委、市政府办公室印
发《2019年市领导联系分包重点项目
方案》，市四大班子领导每人分包2个
省市重点项目，促进项目建设进度，为
项目解决问题。

4月15日在全市二季度重点工作
推进会议上，对重点项目开工情况进
行通报，公开晾晒20个县市区省、市
重点项目开工个数以及开工率。市
委、市政府通过公开晾晒重点项目开
工情况的倒逼机制强力推进重点项目
建设。

项目观摩，提振发展信心。7月5
日至7日，我市举行重点项目观摩活
动，现场观摩的47个重点项目，与往
年相比投资规模大、带动能力强、科
技水平高，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对邢
台今后发展具有很强的引领作用。
通过项目观摩，打分排队，在全市营
造抓高质量投资、上优质项目的浓
厚氛围。

……
今年以来，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

通过一个个具体行动，向全市上下释

放出抓项目的强烈信号。
在临西县，营商专员作为项目招

商时的政策宣传员、审批过程中的全
程代办员、建设期间的跟踪服务员、投
产达效后的定期联络员，对项目从洽
谈、签约、建设到投产过程中需要政府
解决的事项，实行全过程、一对一、“保
姆式”代办服务。

巨鹿县实行“七个一”帮扶机制，
加快项目建设速度，观摩的邦美装饰
材料、中钢邢机高端装备制造基地项
目从开工到试生产均不到 6 个月时
间，博宇诚达页岩气装备制造项目预
计9月份试生产，建设周期也将不超
过6个月。

项目部负责人吕帅告诉记者，内
丘县高端汽车装备制造产业园区项目
总投资88亿元。4月19日项目签约落
户，签约仅10多天，项目已开始施工建
设。项目推进如此之快，源于内丘县高
效便捷的服务。“我们产品样车和生产
设备进厂正好是‘五一’。内丘县服务
项目工作人员假期没休息随叫随到，
为我们解决困难。”

高精尖项目增添发展新动能

一个项目，就是一个新的增长点；
一批项目，就是一个新的增长极。

翻开今年重点项目建设手册，新

能源、高新技术、生物医药、大数据等
等，描绘出邢台项目建设的美丽画卷，
诠释了我市动能转换的生动实践。

今天的项目支撑明天的发展，今
天的投资结构就是明天的产业结构，
今天的投资优化程度就是明天产业优
势的刻度。因此，我市党员干部把做
优、做强项目作为头等大事，以此提升
各地经济发展的动力与活力。

高质量发展的根基在于高质量项
目，这在各级各相关部门广大干部中
已成共识并落实到行动上。

清河县昆山同行成羊绒服装科
创园项目建设已接近尾声，32 幢主
体厂房全部完工，配套设施正在抓
紧完善。这个投资10.6亿元的项目投
产后，可实现年销售收入20亿元，将
形成以高端羊绒为引领、四季多元
化科技面料服装为辅的大服装时尚
产业集群。清河县瞄准产业链上强
招商，延展产业链、提高价值，昭友
高档羊绒面料、宏业公司羊绒精纺、
宇腾公司意大利工艺纺纱等一大批
投资强度大、拉动力强的项目纷纷
落地投产，优化了产业结构，延伸了
产业链条。

作为清河县汽配行业龙头企业，
领途汽车有限公司投资19.9亿元，增
上新能源乘用车生产项目，落后产能
全部淘汰，采用世界先进的自动化智

能设备生产，全面提升我省新能源汽
车生产线自动化、智能化程度。

市开发区晶澳年产 2000MW 太
阳能电池组件项目部分生产线试运
行。项目引进 6 条业内一流的生产
线。该生产线配备了叠层自动焊接
机和自动贴胶机，将原来生产中用
人工操作的焊接和贴胶环节现在由
机器代替。生产装备的优化节约了人
力、提升了生产效率，原来单条生产
线需16人操作如今仅需8个人，生产
速度提高了30%。据统计，该项目人
均产出提高了40%。原来8条生产线
年生产 1800MW，新项目投产后 6 条
生产线年可生产2000MW。该项目还
采用双层厂房建设，一层和二层均
建有生产线，可节约土地42%。预计
9 月份项目将全部投产。全部投产
后，预计年实现销售收入超60亿元，
纳税1亿元。

项目带动经济发展，今年上半年，
我市全部财政收入累计完成174.6亿
元，同比增长11.0%；公共财政预算收
入 累 计 完 成 96.4 亿 元 ，占 预 算 的
60.5%，超时间进度10.5个百分点，同
比增长13.4%。

1至5月份，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5%，位于全省第
3位；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8.3%，位
于全省第4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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