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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恩来践初心

江苏新任省管干部来淮
开展特别党日活动
晚报讯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
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
全省新任省管干部4月14日来淮
安开展“对标‘六个杰出楷模’
学恩来践初心”特别党日活动，省
委书记娄勤俭作出批示， 省委常
委、 组织部部长郭文奇出席活动
并讲话。 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组织
部常务副部长胡金波， 市领导姚
晓东、李伟参加活动。
娄勤俭在批示中指出， 周恩
来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面不
朽旗帜，党员干部的光辉典范，江
苏大地走出的伟大人物。 作为周
恩来同志的“家乡人”，江苏党员
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
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把
学习对标“六个杰出楷模” 贯穿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全过程，与学习党的光辉历史、弘
扬党的优良传统紧密结合起来，
与践行好干部标准、 锤炼坚强党
性紧密结合起来， 与履行新时代
新使命、 展现新气象新作为紧密
结合起来，铸牢信念之魂，补足精
神之钙，修好为政之德，把周恩来
精神不断发扬光大。 要牢记习近
平总书记“把周总理的家乡建设
好，很有象征意义”的殷殷嘱托，
更加坚决地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
导， 更加自觉地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对江苏发展的一系列重要指示
精神， 更加努力地推动江苏高质
量发展走在全国前列，以建设“强
富美高”新江苏的过硬成果，告慰
敬爱的周恩来同志， 交出令党中
央、令全省人民满意的答卷。
郭文奇在讲话中指出， 党员
干部对标“六个杰出楷模”，学恩
来践初心， 就是要始终坚守对理
想信念的执着追求， 持续加强理
论武装，切实化为具体行动；始终
拥戴核心维护核心紧跟核心，政
治立场站得更稳， 政治纪律把得
更严，政治定力守得更牢；始终贯
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知
民心、顺民心、得民心；始终发扬
彻底的革命精神和斗志， 以活到

老学到老的态度提升自我， 以活
到老改造到老的勇气检身正己；
始终保持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
有担当作为的精气神， 有勇挑重
担的“铁肩膀”；始终恪守拒腐蚀
永不沾的敬畏之心， 在用权上自
律， 在修身上自律， 在小节上自
律。
活动中，240多名新任省管干
部在周恩来纪念馆进行了集体缅
怀和参观学习， 在恩来干部学院
观看了“杰出楷模周恩来”专题展
览和文献纪录片 《榜样——
—周恩
来的故事》，并与中央党史和文献
研究院专家开展了互动党课，受
到了一次深刻的政治洗礼和党性
锻炼。
（陆彦平 杨尚 叶列）

我市国家卫生城市复审
迎检工作扎实推进
晚报讯 13日下午， 市长蔡
丽新主持召开国家卫生城市复审
迎检工作推进会， 强调要以国家
卫生城市复审迎检为新的契机和
动力，聚焦突出问题，强化责任担
当，落实长效机制，全面提升国家
卫生城市的形象和品质。
蔡丽新指出， 国家卫生城市
复审迎检工作已经进入备战临考
的关键期、攻坚期，各区、各有关
部门要迅速行动起来，动真碰硬，
真抓实干， 努力交出一份让人民

满意的成绩单。 就抓紧抓好迎检
工作，蔡丽新强调四点意见。 一是
思想认识要再提高。 国家卫生城
市是一座城市弥足珍贵的名片，
要进一步坚定信心、攻坚克难，确
保水平提升、 擦亮品牌、 国家认
可、群众认同。 二是组织领导要再
加强。 复审迎检工作既是对城市
实力、城市形象的测评，也是对干
部能力、工作作风的检验。 要牢固
树立全市“一盘棋”思想，以迎检
为动力，坚持主要领导亲自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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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博会主题宣传片

正式发布
晚报讯 4月14日下午2点30分， 中国 （淮
安） 国际食品博览会专题片发布暨筹备工作进
展新闻发布会在市行政中心会议中心新闻发布
厅召开。发布会上，由新华网制作的食博会专题
片正式发布， 新华网副总编周红军介绍专题片
制作过程及宣传推广安排， 组委会各部门通报
介绍了食博会筹备工作最新进展情况。
2018中国（淮安）国际食品博览会宣传片时
长5分37秒，全面介绍了淮安食博会主题、办会
理念、三大板块内容、展馆设置、参展企业和产
品等诸多亮点特色， 并从淮安源远流长的历史
文化、博大精深的淮扬菜文化、绿色生态的农业
资源和蓬勃发展的食品产业等方面，展 示 淮 安
食博会的独特魅力以及大美淮安的醉人风
采。 宣传片从14日起，通过电视、网络、户外
大屏等形式与市民见面。
■淮海晚报记者 王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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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领导靠前抓，强化统筹协调，压
实各级责任，广泛宣传发动，以坚
定的信心、 长效的机制和扎实的
工作， 全面完成好市委市政府交
办的各项任务。 三是问题整治要
再攻坚。 要深入开展自查自纠，形
成问题清单，建立销号制度，落实
倒逼机制，做到解决一项、销号一
项， 确保高标准达到各项指标要
求。 要做好日常监督排查工作，注
重细节问题，扫除管理盲区，确保
不留死角。 要坚持标本兼治，从根

本上提升城市管理水平， 使人居
环境、 卫生状况得到全面持久的
改善。 四是督查力度要再加大。 强
化目标责任管理，加强日常督查，
发动社会监督，严格责任追究，健
全长效工作机制， 全面提升国家
卫生城市的品质和内涵。
会前， 蔡丽新深入实地开展
暗访， 并对有关问题提出整改要
求。
（周洋 唐筱葳 吕亚民）

我市推进
重大产业
项目招商
晚报讯 13日下午，市政府召开全市重
大产业项目招商工作汇报会，盘点一季度重
大产业项目招商进展情况，对下一步招商工
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再落实，推动掀起大
干快上重大产业项目热潮。 市领导蔡丽新、
顾坤出席会议。
在听取了各县区、各招商牵头部门工作
汇报后，市长蔡丽新充分肯定了一季度招商
工作所取得的成绩。 蔡丽新强调，各地各部
门要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全局高度，深刻认
识推动重大产业项目招商的重大意义，牢固
树立“抓发展必须抓产业、抓产业必须抓项
目、抓项目必须抓招商”的观念，正视差距、
自我加压，坚定信心、鼓足干劲，全力以赴招
引项目，扎扎实实推进项目，千方百计服务
项目，以重大产业项目的大突破推动高质量
发展取得新成效。 蔡丽新就下一步产业招商
的重点工作作了部署。 工业方面，要做好对
现有企业的服务， 鼓励引导其新上项目、扩
大产能、加快升级；要主攻世界500强、中国
500强、民企100强和大型央企，积极引进产
业龙头项目， 带动上下游配套项目集聚；要
发挥苏淮高新区等特色园区作用，吸引盐化
新材料等高端项目以及关联项目落户；要围
绕建设东部航空货运枢纽，大力引进航空物
流项目以及相关加工制造、服务业项目。 服
务业方面，要围绕发展全域旅游，加强与大
型旅游开发企业合作，引进实施一批高品质
旅游项目，提升现有景区景点层次；要进一
步优化高铁商务区以及综合客运枢纽、涟水
高铁站规划方案， 优化产业布局和交通组
织，加快集聚现代服务业项目。 农业方面，要
积极引进大型农业企业和新型经营主体，大
力实施绿色高端农业项目，助力乡村振兴和
现代农业建设。 （周洋 唐筱葳 汪凯 庄
成锤）

“
淮味千年”品牌兴
富农兴业道路宽
晚报讯 3月15日， 由市
政府主办的“淮味千年”农产
品区域公用品牌发布会在北
京淮扬菜品鉴堂举行。
发布会现场，农业部原副
部长刘坚，中国农科院原院长
翟虎渠，农业部市场与经济信
息司副司长陈萍, 省农委副主
任徐惠中等领导专家发表致
辞，为我市农产品区域公用品
牌建设举措点赞，为下一步品
牌建设支招。 新华社、经济日
报、农民日报、新华日报、澎湃
新闻等近70家知名媒体现场
报道。
“淮味千年”区域公用品
牌正式对外发布后，cctv-7套
《聚焦三农》 和江苏卫视公共
新闻频道进行播发，《农民日
报》、《中国经济时报》和《新华
日报》等13家知名纸媒专题刊

出，《新华网》、《人民网》、《澎湃
新闻》 等52家新媒体竞相整版
推送，全国各大媒体也纷纷转
载宣传，随着互联网、各大媒体
迅速走红大江南北，“淮味千
年”、总理故乡成为了社会各界
关注的焦点热点，扎实迈出了
将“
‘淮味千年’‘打出去’、‘打
响亮’”的关键一步。“淮味千
年”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发布
是我市农产品品牌建设的一次
飞跃，也是我市主动适应现代
农业发展新形势做出的创新与
探索。 我市主动策应这一形势
变化与要求，对全域范围的农
产品品牌资源进行整合提炼，
深度挖掘淮安独有的地域文化
内涵，创意形成了以“淮味千
年” 为主题的淮安农产品整体
形象标识，提炼明确了“淮水润
良田，鲜美传千年”品牌宣传口

号。而在全国范围内打造“
淮味
千年”品牌，就是为了更好地帮
助农民从提高产出注重产量向
关注市场关注品质转变、 从供
应简单原料产品向供应高附加
值品牌化产品的转变， 延伸农
业产业链，提高价值链，拉长销
售链，引领乡村旅游、食品、餐
淮水润
饮等行业协同发展，让“
良田、鲜美传千年”渗透到淮安
农业产业链的方方面面，用“淮
味千年” 区域公用品牌打造淮
安农产品品牌， 推动更多淮安
农产品品牌走出淮安、 走向全
国。
对此，我市将围绕树起、打
响、创优“淮味千年”品牌，提高
淮安优质农产品知名度、 美誉
度和市场占有率， 重点重抓
“12345”，形成抓农业品牌建设
的长效机制与齐抓共管合力。

“1”就是制订出台“一项政策”。
即出台关于加强农产品品牌化
建设的意见；“
2”就是明确“两
个方面”的重点。 即明确“淮味
千年”运作主体和明确制订“淮
味千年” 价值背书管理规范。
“3”就是统一“三个标识”。 即创
意统一“淮味千年”卡通形象标
识、包装标识和对外宣传标识。
“4”就是构建“四大体系”。 即构
建标准化生产体系、 质量安全
管控体系、产品（产地）认证体
系和主体培植体系。“5”就是重
抓“五大平台”。 即品牌基金平
台、展会平台、电商平台、体验
店平台和专场推介平台， 有力
支撑优质品牌 农 产 品“销 得
俏”，改变我市农业“种强销弱”
的现状， 使品牌农产品充分对
接“
大市场”。
（季明稳 刘明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