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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召开常委会
听取 2016 年度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检查考核等情况汇报，研究有关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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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我市利用外资工作
稳中趋好
■ 记者 左文东

■ 记者 张娇娇 陆彦平

本 报 讯 昨日， 市委召开常委
会，听取 2016 年度党风廉政建设责
任制检查考核、 关于整合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等情况汇报，研
究 市公 安 机 关全 面 深 化改 革 等 事
项。 市委书记姚晓东主持会议，市领
导惠建林、王维凯、张彤、戚寿余、陈
涛、张正军、李晓雷、唐道伦、赵 洪
权、李森、葛平等出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 2016 年度党风廉
政建设责任制检查考核情况汇报。
姚晓东要求， 开展党风廉政建设责
任制检查考核要突出在三个方面下
功夫： 一要进一步强化管党治党的
责任担当。 各级党组织要以对党负
责的赤诚之心， 坚持主动抓、 为主

抓、经常抓，切实种好“责任田”。 各
级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
当好第一责任人。 二要进一步深化
履责尽责的工作机制。 切实做到“党
委不松手、党委书记不甩手、党委成
员不缩手”。 各地各部门要参照市委
做法建立工作制度， 明确共性责任
和个性责任，形成科学定责、具体明
责、严格考责的落实链条。 三要进一
步细化整改落实的抓手举措。 各地
各部门要结合市委整改方案， 针对
本次检查考核发现的问题， 抓紧研
究制定改进工作的制度措施。 姚晓
东强调，作风建设形势不容乐观，各
部门、单位党组（党委）要切实扛起
主体责任，坚决刹住“四风”。 各级纪
检监 察 机 关要 保 持 狠抓 作 风 的 定
力，加大查处、通报和曝光力度。
会议研究讨论了市公安机关全

面深化改革有关事项。 就全面推进
全市公安机关改革工作， 姚晓东强
调，一要坚持真抓实干，全力推动改
革措施落地。 加快推动市、县公安机
关“大部门”制改革，为全省公安改
革树立“淮安样板”。 二要积极融入
大局，全力护航“两大目标”实践。 善
于用改革的思路和创新的办法破解
难题， 不断提升维护稳定、 防控风
险、服务群众的能力水平，营造更加
良好的治安环境。 三要强化协调联
动，全力保障公安改革进程。 各地各
部门要同向发力、上下共振，做好工
作沟通衔接。 市各职能部门要在机
构设置、资金投入、职业保障等方面
给予支持，确保公安改革快速推进、
取得实效。
会议听取了我市整合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情况汇报。 就进

一步做好这项工作，姚晓东强调，一
要强化宣传引导。 坚持正确舆论导
向， 大力宣传整合城乡基本医疗保
险制度的重要意义， 努力营造良好
的舆论和工作氛围。 二要强化组织
领导。 适时成立市工作领导小组，各
县区要参照市里做法， 成立相应的
工作领导小组，统筹推进工作。 三要
强化指导督查。 各有关部门要精心
组织谋划，科学安排部署，制定好各
项应对预案。 四要强化工作保障。
市、县区编办、财政等部门要加大对
城乡居民医保工作机构、 队伍建设
以及经费等方面保障力度， 更好地
保证整合城乡居民医保工作顺利实
施。
会议还研究讨论了其他事项。

市委召开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一次会议
审议市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2017 年工作要点、 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加快简政放权激发市场活力实施意见及配套文件
■ 记者 张娇娇 陆彦平

本 报 讯 昨日下午， 市委召开
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一次
会议，审议《市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
小组 2017 年工作要点 （审议稿）》、
《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快简政
放权激发市场活力实施意见 （审议
稿）》及配套文件，并原则予以通过。
市委书记姚晓东主持会议， 市领导
惠建林、王维凯、张彤、戚寿余、陈
涛、张正军、李晓雷、唐道伦、赵 洪
权、李森、葛平等出席会议。
姚晓东指出，《市委全面深化改
革领导小组 2017 年工作要点（审议
稿）》 很好地贯彻了中央和省委、省

政府改革决策部署， 充分体现了市
第七次党代会、 市委七届三次全会
和市“两会” 对今年改革工作的要
求，全面系统、重点突出、切合实际。
就落实好《2017 年改革要点》，他强
调，一要坚定决心抓改革。 各级各有
关部门要强化“偏向虎山行” 的意
识，增强改革韧劲，硬化改革举措，
推动改革施工图落地落实。 同时，要
通盘评估改革方案实施前、实施中、
实施后的利益变化， 积极做好思想
引导工作， 确保改革稳妥有序向前
推进。二要以上率下抓改革。各地各
部门一把手作为直接责任人， 既要
挂帅、又要出征，做到重要改革亲自
部署，实施方案亲自把关，关键环节
亲自协调，落实情况亲自督察。 三要

合力攻坚抓改革。 各级各部门要强
化协同意识，健全工作机制，形成攻
坚合力。 各专项小组要加强统筹协
调和督促检查， 对改革推进中出现
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及时研究、 提出
对策、积极化解。 市委改革办要建好
改革总台账， 跟踪面上改革进展情
况，抓好重大改革事项的督察考核，
确保各项改革任务保质保量、 如期
如实完成。
姚晓东指出，推进简政放权、放
管结合、优化服务，是深化政府自身
改革的突破口， 是政府自身的一场
深刻革命。 各地各部门要站在全局
高度， 以更强决心推进今年“放管
服”改革，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和决
心，突破部门利益藩篱，加强配合，

通力协作， 确保各项改革举措落实
到位、取得实效。 要更加精准发力，
紧紧围绕我市审批制度改革重点任
务，坚持问题导向，以“企业申请开
办的时间压缩了多少、 项目审批提
速了多少、群众办事方便了多少”为
标准，聚焦难点痛点，突出在解决瓶
颈制约、增进群众获得感、增强发展
活力的改革上下功夫， 切实找准切
入点和着力点， 打通服务企业和群
众的“最后一公里”。 要更大力度落
实，严格按照省、市部署要求，把“放
管服”改革放在突出位置，强化组织
推进，压实责任链条，用“钉钉子”的
精神， 把各项改革抓紧抓实抓细抓
到位。

本 报 讯 记者从全市开放型经济发展联席会议上获悉，1
至 2 月份，我市利用外资总体平稳、稳中趋好。 新设立外资项目
19 个，协议外资 9.3 亿美元，到账外资 1.16 亿美元，保持正增
长。
部分县区超序时。 淮阴区、淮安区、洪泽区到账外资超目标
序时。 其中淮阴区到账外资 3079.6 万美元， 完成年度目标的
25.7%，总量暂居县区首位；淮安区、洪泽区分别到账外资 2984
万美元、2102.5 万美元，完成年度目标的 25%和 18%。 重大项目
有突破。 全市新设立总投资 3000 万美元以上项目 10 个，同比
增加 5 个，其中总投资 1 亿美元以上项目 2 个，分别为淮阴区
总投资 17.5 亿美元的德科码半导体增资项目，是我市单体规模
最大的项目，以及总投资 9.5 亿美元的雷阳宇宙光能电力项目。
协议外资增长快。 全市协议外资 9.3 亿美元，同比增长 435%，得
益于重大项目的支撑贡献。 全市新设立的总投资 3000 万美元
以上项目协议外资达 8.9 亿美元，占全市总量的 95.7%。

盱眙首批“美丽库区幸福
家园”项目通过省级验收
■ 通 讯 员 张伟 记者 姜采兰
本 报 讯 近日， 省水利工程移民办公室对盱眙县 2014 年
“美丽库区、幸福家园”建设工作完成情况进行验收。
盱眙县 2014 年“美丽库区、幸福家园”分王店乡陡山村、桂
五镇星星居委会两个成片整村建设项目，总投资 2168 万元，主
要任务是通过道路硬化改善村庄交通条件，通过水系整治恢复
河道功能及水生态环境，通过村庄整治美化农村环境，达到“美
丽库区、幸福家园”的建设目标。 验收组认为，盱眙县 2014 年
“美丽库区、幸福家园”项目已按批准的设计内容实施完成，同
意该项目通过竣工验收。

洪泽“救急难”兜牢
困难群众生活底线
■ 记者 黄育举 通 讯 员 赵万满 陈风军
本 报 讯 今年以来，洪泽区通过整合医疗、慈善等救助资
源，建立了“救急难”工作机制，对因病、因灾等原因造成基本生
活出现临时性困难的家庭及时救助。 截至目前，该区共临时救
助困难群众 1016 人次，发放救助金 240 余万元，有效兜牢了困
难群众的生活底线。

2016 年初我市正式启动古淮
河保护相关立法， 经过一年多的努
力，古淮河两岸景致越来越美，柳树
湾、桃花坞、母爱公园、樱花园、古淮
河文化生态景区等滨河绿地空间像
一粒粒珍珠， 串起日益美丽的古淮
河，初步形成生态、景观、游憩三位
一体的古淮河生态廊道 城 区段框
■ 记者 王 昊
架。

集聚创新

提升竞争

夯实市场

金湖：“工业 +”实现新老产业提挡变速
■记

者 郭敏杰
通讯 员 顾 仕权 潘 勇 李春 蓉

近年来，金湖县确立“以工业 +
科技、品牌、互联网”为鲜明导向，工
业经济驶入稳健发展轨道。 去年，金
湖县规模工业企业开票销售 328.81
亿元，入库工业税金 9.5 亿元，同比
分别增长 60.44%、15.1%，超过淮安市
科学跨越发展目标 46 个百分点，列
全市第一。

工业 +科技——
—
企业集聚创新动力
金湖县近年来多次组织企业与

国内外知名的高等院校、 科研单位
“攀亲联姻”，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已
有金石集团、杰创科技等 70 家企业
与全国近 60 家高校院所建立产学
研合作关系， 开始了实质性的联合
创新。
苏仪集团先后与东南大学、中科
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等高校、院所合
作，并与中科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合
作组建
“
中科院工业物联网试验生产
基地、中科院工业物联网应用技术研
发中心， 聘请 20 余位专家教授常年
指导帮助企业研发，使得
“
技术立企”
无线电机安全节
的趋势日益明显。“
能监控系统”被列为国家重大成果转
化项目；智能射频导纳料位仪、智能
流量仪等 8 个产品被认定为
“
江苏省

近日，清江浦区第一期“剪纸艺术”培训班开班，该培训班
是我市首家开展的公益性非遗培训课堂。 图为市级非遗传承人
潘兰英给大家作剪纸培训。
■ 记者 王 昊 通讯 员 尚 晅玭

高新技术产品”。
为了保证公司处于技术的领先
地位，华天通公司先后引进吉林大学
边凤兰教授、美国匹兹堡大学程宏斌
博士、中科院长春化学所初蓓博士等
8 名高层次人才，形成高端人才汇集
的
“
强磁场”；还先后与吉林大学签订
产学研合作协议和共建核壳型金属
氧化物纳米复合树脂镜片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合作协议，建立纳米光电材
料国际孵化器平台和支撑体系，让企
业从“单枪匹马”创新转向引导集群
深度整合、协同创新，通过纳米关键
技术的突破，提升了产业化水平。
神华药业与中国医科大学等院
校合作， 重点研发的抗癌辅助系统
用药， 以及抗素衰老抗氧化系列新

药， 淮工重装与黑龙江科技大学合
作的薄煤层大型高效采掘成套装备
等高科技含量项目都取得较好的业
绩。
目前， 金湖县获批省重大科技
成果转化资金项目在苏北最多，拥
有 63 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居
全市第一。

工业 +品牌——
—
产品提升竞争力
截至目前， 金湖县拥有驰名商
标 7 件，占全市驰名商标总数 22 件
的 31.8%，著名商标 34 件、知名商标
80 件，驰、著名商标均位列全市第
一。
( 下 转 A2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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