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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什么事、反映什么问题，现在打个电话或
者找埭上的党小组就能解决。”提起身边的党小
组，扬中市油坊镇邻丰村村民姚素珍连连称赞。
在扬中，建在村埭上的党小组多达641个。该市
以基层党建“书记项目”为依托，以开展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工作为切入口，积极探索“党小组+”模
式，在加强党小组政治功能的同时，拓展党小组的
实体功能建设，一个个基层“小堡垒”正释放出大
能量，打通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最后一米”。

“一竿子”到底 党小组建在村埭上

以百姓心为心，是党的初心，也是党的恒
心。针对社会治理网络不密、“网眼”偏大等问
题，扬中回应群众关切，把“建强党小组，打通党
建引领乡村治理‘最后一米’”作为今年市委书记
基层党建的“书记项目”，通过建强农村党小组这
个“前哨堡垒”，进一步织密党建网格，凝聚基层
治理力量。截至目前，扬中通过“建撤调并”行
动，在该市74个村（社区）里建设了813个党小
组，其中建在村埭上的641个，建在党员群众家
里的521个，建在企业或项目生产一线32个。

走进新坝镇联合村第一党小组长王高茂
的家里，党小组全年工作计划、运行流程图以及
联系户等制度规范一目了然。“以前村里开党员
大会，接受度、参与度都不高。现在党小组建在
村埭上，情况有了很大改观。”王高茂说。

“乡村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要有系统化
的思维，按照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实效导向去
巩固党建工作的薄弱环节。”扬中市委书记殷
敏说，把党小组建在村埭上，建在群众家中，能
真正调动党员力量，实现党的声音“一条线”到
底、党的工作“一竿子”到位。

“实打实”激活“急先锋”释放大能量

“党小组有‘发言权’，说话办事能算数。”
西来桥镇西来村第六党小组长郭忠怀说。

赋能定责是党小组发挥作用的关键。扬
中制定出台《关于加强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实
施意见》，细化党小组履责清单，明确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社会治理、产业发展等方面的职能。

“党的力量在哪里，党小组就建在哪里。建
立党小组最根本的作用就是通过党员来联系群
众、融入群众、发动群众和服务群众。”扬中市委
常委、组织部部长、统战部部长孙丽君介绍，书记
项目实施以来，扬中农村党员的面貌焕然一新。

经开区福源村党委乐源支部第四党小组
党员徐子林，已有 90岁高龄，签订《党员示范
承诺书》后，便和老伴整理院落杂物、清理废旧
砖瓦。他说：“我们年纪大了，干起活来有些吃
力，但是作为党员，应该带头干”，老两口用实
际行动践行了共产党员的初心和本色。

党员“细胞”被“实打实”激活，党组织与群
众之间架起了“连心桥”。“一打电话他们就会
赶来，比自己的子女还上心。”说起村里党小组
的党员，八桥镇利民村西3组71岁的孤寡老人
方文林打心眼里感激。 （下转 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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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28日，全市召开产业强市大
会，提出要激发争先进位精气神，跑出
产业强市加速度。作为综合经济部
门，市发改委如何贯彻新发展理念，聚
焦高质量发展？如何更加务实推进在
手项目建设，谋划储备项目？如何全
面释放高质量发展重大战略效应？围
绕这些问题，记者近日采访了市发改
委党组书记、主任殷国兴。

问：今年是“十三五”规划收官之
年，也是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决胜之年。市发改委在落实“产业强
市”战略，推进项目建设方面，有哪些

务实举措？
答：项 目 是 产 业 强 市 的“ 牛 鼻

子”。市发改委强化项目全周期管理、
全流程服务，充分发挥项目建设对稳
投资稳增长、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压舱
石”作用。重点推进项目建设“四张
表”，包括制定市领导挂钩联系表，激
发浓厚氛围；制定困难问题汇总表，强
化项目服务，实行清单化管理，主动协
调解决问题；制定项目开工时间表，确
保完成目标；制定项目谋划储备表，增
强高质量发展后劲。提前谋划和储备
一批滚动实施、支撑带动性强、引领效

应明显的重大项目，推动国家战略和
重大规划在我市落地见效。特别是聚
焦 5G、特高压、高铁、数据中心、工业
互联网等“新基建”建设的重点方向，
推动实施一批重大项目，着力形成新
的增长点。

问：当前，推进长江经济带建设、
长三角一体化等多个重大国家战略在

我市交汇叠加。我市如何进一步深度
拓展和优化发展空间，全面释放重大
战略效应？

答：市发改委着眼区域协调发展
大格局，抢抓重大战略机遇，立足我市
高质量发展实际需要，优化一体化发
展空间。贯彻落实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战略部署，主动融入和推进长三角高
质量一体化发展。以宁镇扬一体化现
实机遇为先导，围绕产业创新、基础设
施、区域市场、绿色发展、公共服务、市
内全域，探索一体化制度创新、路径模
式的镇江经验，推动国家、省重大战略
落地落实。 （下转 2版）

从南海之滨到北国塞外，无数
项目现场热情如潮，特别是一些重
点项目，正在追赶疫情拖延的工
期。而在我市企业——建华建材
的生产车间里，也出现了同样热火
朝天的景象：机器轰鸣，紧急加开
的生产班组，开足了马力。

上述两个场景遥相呼应，是以
建华建材高品质产品为纽带。

建华建材作为混凝土制品与技
术综合服务商，经过20多年的发展，
逐步形成规模化经营，销量在国内
市场占有率达30%以上。“目前，我
们已经从单一生产销售预应力混凝
土管桩，转变为向客户提供专业的
混凝土预制构件产品和技术解决方
案。”建华控股集团董事长王刚介
绍，从基础设施建设到工业项目，从
港珠澳大桥到特斯拉上海工厂，国
内几乎所有的重大项目、超级工程
中都有“建华制造”。

为何大项目、大工程对建华建
材情有独钟？

王刚从结果导入。2018年 10
月，港珠澳大桥正式通车运营。这
个“超级工程”中的东西两个人工

岛，被誉为世界人工岛建造史上的
奇迹。而这两个人工岛之所以能
从伶仃洋里拔地而起，正是由建华
建材提供的预制桩支撑起来。

“为了东西两岛的成型和挺
立，经过严格的挑选，我们成为预
制桩产品指定供应商。”王刚认为，
能在众多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是
企业坚守初心和匠心的结果，从选
材到设计制作，再到运输安装，都
提供了国际最先进的解决方案。
而各项技术硬指标更是让同行们
心悦诚服。“以产品防腐性为例，国
家标准是耐腐 100年，而我们产品
的耐腐标准是 120 年，有匠心态
度、有先进技术，就是我们的优
势。”据不完全统计，建华建材旗下
各个企业，累计向港珠澳大桥提供
了近70万米的各类预制桩产品。

自2013年设立研发院以来，建
华建材每年以1亿—2亿元的强投
入，保持材料、技术、工艺在行业内
的领先地位。“随着新技术的运用，
装配式建筑真正实现了‘又好又快
又经济’。”王刚以高速公路施工中
的桩柱一体化为例， （下转 2版）

聚力产业强市聚力产业强市 奋力争先进位奋力争先进位
一把手访谈一把手访谈一一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贺电祝贺
长征五号B运载火箭首飞任务圆满成功

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第三步”任务开启

火红的五月，每一天都充满热情。产
业强市的冲锋号响彻城乡，各级党员干部
要率先垂范、奔跑在前，时刻以“四个够不
够”激励自己、鞭策自己，精准把握宏观大
势和竞争趋势，充分挖掘镇江独特优势，
带领全市人民以只争朝夕的奋斗精神，干
出产业强市更加生动的现实模样。

要认清宏观大势，强化机遇意识。
疫情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深刻
的，要看到宏观形势严峻复杂的一面，加
强研判预警，及时采取应对措施；也要看
准产业趋势与政策走势的大方向，敏锐
捕捉机遇，努力化危为机、抢占先机。疫
情催生并推动了生命健康、数字创意、绿

色经济等新产业新业态的快速发展，也
引发了国家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的
适时变化，而变局充满挑战又孕育机
遇。各级党员干部要以更大格局、更广
视野、更高站位，看清疫情后大势走向，
增强抢抓机遇和化危为机本领，做到准
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充分利用
产业格局和宏观政策调整的“窗口期”，
把我们的产业短板补上来、发展节奏提
上去，千方百计把疫情防控期变成我们
逆势而上、积累优势的机遇期。

要看清竞争态势，强化进取意识。
当下，城市竞争已经到了你追我赶、慢
进也是退的白热化阶段，镇江没有后路

可退。大家“同在一片蓝天下”，周边城
市同样面临一些制约因素，但发展态势
比我们好。比如大家公认的环保制
约，“两山理论”发源地的湖州不仅生
态好，产业发展的态势同样好；比如安
全生产问题，发生响水“3·21”爆炸事故
的盐城，工业固定资产投资仍保持较高
增速；再比如产业基础问题，“最年轻的
地级市”宿迁，产业基础是省内最薄弱
的，但在2019年全省高质量发展综合
考核中位列第一等次。我们不能把客
观制约因素作为挡箭牌，必须激发争

“强”好“胜”的进取意识，自觉融入省内
高质量发展的竞争大潮中去，主动参与

到长三角城市排位赛中来。
要找准自身优势，强化使命意识。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和过去相比，
今天镇江的发展基础更加雄厚，人文、空
间、区位、成本和生态优势更加突出，而
且还拥有了“总书记视察地”这一重大政
治优势。只要我们把这些优势传承好、
融合好、发挥好，把思想统一到产业强市
上来，把精力、资源聚集到产业强市上
来，稳住心神、保持定力，一门心思抓发
展，就一定能推动产业强市再出发，跑好
高质量发展的接力赛，实现镇江很有前
途的美好蓝图。

“思想解放够不够？争先进位够不
够？聚焦发展够不够？活力激发够不
够？”在全市产业强市大会上，市委主要领
导连发四问。作为推动产业强市的“关键
力量”，各级党员干部要时刻以“四个够不
够”警醒自己，勇于打破束缚思想的“坛坛
罐罐”，激发争先进位的昂扬斗志，在高水
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基本现代化建
设新征程中创造更多“镇江经验”。

推进项目建设 引领高质量发展
——访市发改委党组书记、主任殷国兴

“超级工程”中的建华支撑

聚力产业强市聚力产业强市 奋力争先进位奋力争先进位
发展尖兵发展尖兵··镇江榜样镇江榜样

把握“三势”，激发争先进位昂扬斗志
——贯彻产业强市大会精神系列评论之一

本报评论员

新华社发

详见7版

产业强市大会吹响号角，“镇江要
跑起来”成为全市上下的共识，也成为
镇江新区奋力“奔起来”的最强动员
令。产业强市是市委推动镇江高质量
发展的核心战略，也是开发区的初心使
命。在全市产业强市大会上，镇江新区
作为唯一的板块代表发言，体现了市委
对开发区的殷切期望。会上颁发的奖
项中，“金山奖”共20名，新区企业占7
席，“梦溪奖”10家，新区企业2家上榜，
项目招引奖10位，新区3名同志在列，
体现了开发区应有的担当。市委常委、
镇江新区党工委书记秦海涛说，下一
步，新区将认真践行新发展理念，坚决贯
彻落实市委书记马明龙调研新区时提

出的“开发区要勇当四个排头兵”的要
求，瞄准核心指标、发力产业升级，指标
提速、工作提标、干部提神，为全市高质
量发展提供硬核支撑，做出应有贡献！

问：产业强市大会召开后，新区如
何贯彻落实，有哪些实实在在的举措？

答：产业强市大会召开后，新区第
一时间贯彻会议精神，第二天就召开创
新创业新区建设暨开放发展大会，集中
签约16个亿元以上产业项目，总投资超
100亿；同时发布“开放十条”政策，包括
设立1亿元开放发展专项资金，优先支持
外贸企业发展。今年的产业发展新区抓
得早、抓得紧，1~2月份疫情之下，我们通
过不见面招商签了7个亿元以上项目，3

月份签了8个亿元以上项目，4月份签了
16个亿元以上项目。

问：市委书记马明龙指出，镇江新
区要成为产业强市的“硬核力量”，勇
当产业强市的排头兵，着力实现项目、
企业、产业链大突破。在当前经济大
背景下，新区会有哪些作为？

答：新区将加快转型升级，工作更
提标。坚持项目不唯数量更重质量、
投资不唯体量更重产出、产业不唯规
模更重结构，加快推进绿色发展、可持
续发展、高质量发展。持续发力龙头
项目，紧盯世界500强、行业50强知名
企业，对标国际惯例、对标先进城市标
准再“加一点”力度，形成重点投资项

目和创新项目专项政策支持；重点引
进国际人才，进一步完善“开放十条”
实施细则，使人才的贡献与回报匹配、
薪资与国际接轨，进一步研究项目招
引、项目建设、企业服务过程中标准化
的指导意见和考核细则，干部的绩效
要让企业说了算、项目说了算；倾力培
育高端产业，不断提升先导产业的国
际主导权，不断做强先进制造业的核
心竞争力，不断推动外贸质量和效益
的协同性提升。下一步将在全球聘请
100位新区“招商大使”，每年安排不少
于 2000万元，对外资重大项目招引机
构和首报人员给予重奖。

问：近年来，新区重点产业项目投
资年均增长 25%，新签约项目落地转
化率 83.6%，10 亿元以上项目占全市
1/3，2019 年应税销售突破千亿大关，
连续三年跻身国家级经开区综评 30
强。下一步，镇江新区如何跑出产业
强市加速度？ （下转 2版）

勇当“排头兵”跑出加速度
——访市委常委、镇江新区党工委书记秦海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