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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加快构建现
代产业体系，以高质量项目支
撑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的金
融“活水”，昨天下午，市政府
召开全市金融支持产业强市
政银企对接会，市委副书记、
市长张叶飞出席并讲话，强调
镇江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金
融的支持，离不开企业的支
撑，大家要同心同向、同频共
振、同舟共济，不断开拓政银
企合作新局面，为镇江的美好
明天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会
上，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签订
了近百亿元授信协议。

去年以来，全市金融系
统以做好金融服务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支持先
进制造业发展为抓手，为镇
江产业强市战略加快实施提
供了强有力的资金支撑。今
年1月份，全市各项贷款比年
初新增 167.4亿元，同比多增
61.6亿元，其中制造业贷款比
年初新增 20.8 亿元，同比多
增 6.4亿元，金融支持产业强
市工作实现了良好开局。

张叶飞代表市委、市政府
对银企合作的成功签约表示
热烈祝贺。他指出，此次银企

“联姻”时机好、方向准、成效
实，帮助企业解决资金上的燃
眉之急，给市场回暖与稳定注
入了一针强心剂，同时金融支
持产业强市，充分体现了中央
的要求，也全面体现了金融资
本对镇江高质量发展的有力
支撑，希望此次银企“联姻”能
结出丰硕的成果。

就扎实做好“政银企”联
动合作，加快推动镇江高质
量发展走在前列，张叶飞强
调，大家要有发展的底气，银
行要有行动的勇气，企业家
要有实干的志气，全市广大干部要有振奋的士气。要充满信心、
埋头苦干，关注重点招商领域、重点项目，服务小微企业，优化简
化信贷审批流程，继续发扬艰苦创业、追求卓越、诚实守信的精
神，鼓足干劲、团结协作，凝聚合力、爬坡过坎。同时，各部门要
继续趁热打铁、优化服务，始终保持政银企良性互动，针对金融
机构以及企业的各类诉求，做到关键时刻搭把手，危难之际扶一
扶，让银行能够放胆投资，企业能够放心经营、放手发展。

对接会上，市发改委通报全市重点产业项目情况，市工信局
通报全市工业经济运行情况，人行镇江市中心支行通报金融支
持产业强市情况和2019年工作重点。工商银行镇江分行和江南
化工有限公司负责人作交流发言。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裔玉乾主持会议，市政府秘书长杭祝
鸿出席会议。 （记者 孙晨飞）

新华社北京2月28日电 《中共
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
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要求，中央政
治局同志每年向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
记书面述职。近期，中央政治局同志按
规定向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书面述
职。习近平认真审阅了述职报告。他
强调，十九届中央政治局要履行好党和
人民赋予的历史责任，永葆共产党人政
治本色和革命精神，扎扎实实为党和人
民工作。中央政治局同志要锐意进取、
攻坚克难，勇于担当、敢于斗争，廉洁自
律、夙夜在公，为全党作好示范和表率。

中央政治局同志围绕一年来履职
尽责情况，认真撰写了述职报告。述职
报告严格同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要求

对标对表，将思想、工作、作风贯穿起来，
有经验总结和认识体会，有问题查摆和
改进措施，也有工作打算和意见建议。

中央政治局同志的述职报告主要
有以下内容。

中央政治局同志自觉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自觉把维护
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位和党中央集中
统一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政
治规矩，注重增强维护意识、坚定维护
行动、提高维护能力、确保维护效果，
自觉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
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中央政治局同志把学习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

治任务，体会蕴含其中的使命情怀，把握
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
深钻精研、学思践悟，从中汲取真理力
量、思想力量、实践力量，同时督促指导
分管领域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

中央政治局同志着眼党和国家事
业发展全局，聚焦分管领域的重要工作、
重大改革、重点任务，推动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批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落
地。特别是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
识，着力解决突出矛盾和紧迫问题，确保
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
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中央政治局同志自觉将贯彻执行党中
央决策部署进展情况向党中央和习近平总
书记报告，及时将重大问题、重大事项、重大

工作向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请示。
中央政治局同志严格遵守民主集

中制各项制度要求，在分管领域、分管
工作中既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意
见，又实行正确集中，严格按程序决
策、按规矩办事。

中央政治局同志在改进调查研究、
精简会议活动、精简文件简报、规范出
访活动、改进新闻报道、厉行勤俭节约
等方面按照规定办，反对“四风”特别是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抓好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在分管领域的贯彻落实。

中央政治局同志严格执行党员领
导干部廉洁自律规范，注重从小事小
节上约束自己，加强对亲属和身边工
作人员的教育管理。

中央政治局同志向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述职
习近平认真审阅述职报告并提出重要要求，强调要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

的历史责任，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和革命精神，扎扎实实为党和人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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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市农村公路
条例》今起施行
本报讯 经市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

三次会议制定、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六
次会议批准，《镇江市农村公路条例》今起
施行。昨天下午，市人大常委会召开《镇
江市农村公路条例》实施工作会议。

经过多年大规模建设，我市农村公
路得到跨越式发展，总里程目前已达到
6486公里，占全市公路总里程的 90%以
上，通达全市 56个镇（街道）480个建制
村，基本实现区域全覆盖。为了进一步
促进我市农村公路发展，市人大常委会
制定了《镇江市农村公路条例》。《条例》
分为八章共 50条，在农村公路建设、管
理、养护、运营、资金保障、法律保障等方
面作出了明确规定。 （下转2版）

从1.3万余家企业中脱颖而出

天奈科技入选
全球清洁技术百强

本报讯 近日，美国硅谷传出喜讯，
江苏天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从全球
13000余家企业中脱颖而出，以亚太区
最高分的成绩入选 2019年全球清洁技
术100强。

全球清洁技术百强由CTG（清洁技
术集团）评选，参评企业必须是没有在任
何主要证券交易所上市的独立、营利的
清洁技术公司。入围榜单企业拥有解决
未来清洁技术挑战问题最优方案，在行
业中有最具创新性和前瞻的想法，影响
行业未来，在可持续创新方面是关键参
与者。这个榜单同样也是全球民营企业
创新可持续发展的晴雨表，上榜公司未
来在5-10年的时间内，被看好具有最大
的潜在市场影响力。榜单每年更新，今
年中国有两家企业进入榜单。

天奈科技此次入围百强榜单是因为
碳纳米管技术的工业化生产。刚刚从硅
谷回来的公司副总毛鸥还掩饰不住激
动，“我们企业拿到这个全球性的荣誉，
是个大惊喜。”在颁奖现场，毛鸥面对全
球六七百名投资人和企业界精英发表了
获奖感言，畅谈公司在碳纳米管技术上
的研发应用，对行业未来发展和对可持
续的清洁技术作了展望。

天奈科技成立于2011年，注册资本
1.7亿元，致力于碳纳米管与石墨烯的研
发、生产及应用性开发和销售，目前产品
主要应用于锂电池的正负极材料领域。
从手机电池到新能源汽车，从新能源产
业到防静电的新材料产业，天奈科技创
新发展一直在奋进。 （下转2版）

面对“稳中有变、变中有
忧”的复杂环境，2018年镇江
工业经济乘风破浪，收获亮眼
成绩单。

当下，镇江经济正处于结
构调整的阵痛期、爬坡过坎的
关键期、高质量发展的追赶期

“三期”叠加。机构改革后，昨
天首次召开的全市工业和信
息化工作会议看点颇多：发力
培育先进制造业集群，切实降
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聚
焦主业深耕细作，构建现代产
业体系，加快推动工业高质量
发展。

数字飘红 透露产业结构优化

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但重
压 之 下 迸 发 更 强 的 发 展 动
力。盘点2018年全年，工业经
济运行质量进一步提升。“突
破”和“创新高”成为夺人眼球
的关键词：主要工业指标取得

新的突破，全市工业应税销售
完成 4404亿元，创历史新高，
增长12%，连续22个月保持两
位数增长；制造业占固定资产
投资超过一半，达到 52.2%。
全市备案工业项目1752个，较
上年增长77.9%，创历史新高；
26个省重点工业项目，完成投
资 113 亿元，超年投资计划
11.8个百分点。

频频飘红的数字背后，透
露出全市产业结构的优化。
对此，市工信局局长卜晓放分
析，去年全市先进制造业的占
比明显提升。高端装备和新
材料两大主导产业实现营业
收入 1371 亿元，增长 9%，占
比 32.9%，比上年提高 2.1 个
百分点。经济的“含绿量”也
在同步提高，全市节能降耗考
核居全省领先，工业绿色转型
城市试点以第一名成绩通过
工信部中期评估。（下转2版）

本报讯 昨天下午，市政协召
开党组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围
绕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深入推
进媒体融合发展，进一步做好政协
宣传舆论工作开展学习交流。市
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李国忠主持会
议并讲话。

会议集中学习了习近平总书
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
习上的重要讲话，市政协党组成
员、副主席朱开宝等 5位同志进
行交流发言。

李国忠指出，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讲话着眼党和国家事业长

远发展，深刻分析了全媒体时代
的挑战和机遇，科学阐明了媒体
融合发展的趋势和规律，明确提
出了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的
最新要求，这对全市政协系统进
一步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
聚共识，做好政协宣传舆论工作，
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就进一步做好全市政协系统
宣传舆论工作，李国忠强调，要把
握全媒体时代新趋势，以系统思
维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创新理念、
内容、形式、手段和机制，积极拓
展政协宣传渠道，促进媒体融合

发展，加快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
政协宣传全媒体体系。要把握媒
体融合发展新契机，以创新思维
提升政协宣传工作水平，既要彰
显政协特点，也要符合新闻规律，
创新宣传手段、讲究宣传方式，力
争使宣传内容更加丰富，语言更
加鲜活，形式更加多样，更加有力
有效地传播政协好声音、讲活政
协故事。要把握思想政治引领新
要求，以底线思维担负起党管意
识形态工作的政治责任，强化党
对宣传舆论工作的领导，把党管
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落
到实处，牢牢把握意识形态的领
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确保主流
思想占领政协意识形态阵地。

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朱
云峰、陈林海，副主席徐平、张红
娣，市政协党组成员、秘书长何培
树出席会议。 (记者 姜萍)

市政协召开党组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
李国忠主持会议并讲话

培育先进制造业集群 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

聚焦主业推动工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陈志奎 本报通讯员 徐宙

聚力产业强市 推动高质量发展

——聚焦奋斗进行时

在镇央企完成菲律宾第二大港口主体升级改造
近日，由在镇央企中交二航局三公司负责施工的菲律宾八打雁港升级改造项目主体完工。据了解，八

打雁港是菲律宾第二大港口，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提高八打雁港的吞吐量，从而大幅缓解菲律宾首都马尼
拉港的拥堵现象。 杨贺 谢道韫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