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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

以“干就干最好争就争第一当就当标杆”标准
推动主题教育高起点开局高质量推进
■记者 钱海飞 冯志军
本报讯 昨天下午，我市召开“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市
委书记、市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领导小组组长朱建军主持会议并作
动员讲话。他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
彻中央和省委主题教育第一批总结和第
二批部署会议精神以及嘉兴市委工作会
议精神，以“干就干最好、争就争第一、当
就当标杆”的标准，推动我市主题教育高
起点开局、高质量推进。
嘉兴市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第二巡回指导组组长陈树庆出席会
议并讲话。曹国良、周红霞、王建坤等市
领导以及嘉兴市第二巡回指导组副组长
徐佐平和巡回组其他成员出席会议。
朱建军说，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重
走在前、党群关系走在前、清廉本色走在
要讲话，精辟论述了主题教育的重大意
前，学习教育到位、调查研究到位、检视问
义，深刻阐明主题教育的总要求、目标任
题到位、整改落实到位。要携手挽起
“一线
务和重点措施，通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
潮”，
以最大参与，
抓好主题教育全面覆盖；
真理光辉。高质量开展主题教育是中央
要联动激起
“交叉潮”，
用最强统筹，
彰显主
统领“四个伟大”的重大部署，是守牢执政
题教育最大成效，
重点抓好品质服务、稳企
根基的必然要求，是牵引海宁“勇立潮头” 业、项目推进、奔跑招商、全域整治、国家级
的内在动力。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
开发区争创、生态保护、乡村振兴、基层减
员干部一定要把理想信念之火烧到最旺， 负、
风险防范等十个方面结合。
深刻认识开展主题教育的重大意义，切实
朱建军指出，要把组织保障之舵把到
增强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深
最稳，齐心协力、扎实有序，确保主题教育
入学习领会、全面抓好落实。
走深走实。要突出领导带头。以上率下，
朱建军强调，要把勇立潮头之势站到
以“关键少数”引领“绝大多数”，承诺做到
最高，坚持问题导向、以上率下，以奋斗奋 “五个始终”，即始终高举思想旗帜、始终
进的姿态推动主题教育走在前列，大力弘
秉持政治忠诚、始终勇担职责使命、始终
扬红船精神和新时代嘉兴人文精神，展现
坚持群众路线、始终恪守务实清廉。要强
奋斗奋进、勇立潮头的海宁风范。要迅速
化责任落实，严格履行主体责任，高标准、
掀起
“起头潮”，
聚最强动力，
夯实主题教育 高质量抓好每一个规定动作、每一个工作
总体要求，
“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
步骤。要把主题教育与中心工作融为一
实”。要滚滚涌起“奔腾潮”，树最高目标， 体，做到“两不误、两促进”。党委（党组）
落实主题教育任务措施，做到“六个走在
主要负责同志要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其
前”和“四个到位”，即理论学习走在前、思
他成员要履行“一岗双责”；要加强督促指
想政治走在前、首位担当走在前、干事创业 导，坚持过程评估与结果评估相结合，开

市委召开十四届 94 次常委会暨市委主题教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

确保主题教育走在前列当好示范
■记者 钱海飞 孙晨曦
本报讯 昨天下午，市委召开十四届
94 次常委会暨市委主题教育领导小组第
一次会议，第一时间贯彻落实中央、省委、
嘉兴市委部署精神和要求，高质量开展好
我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市
委书记朱建军主持会议并讲话，曹国良、
周红霞、王建坤等市领导参加。
会议传达学习上级主题教育部署会
精神，审议我市主题教育实施意见和市委
常委会带头实施方案等。
朱建军在充分肯定全市主题教育总
体安排后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

强紧迫感和责任感，围绕“干就干最好、争
就争第一、当就当标杆”的要求，紧密结合
全市实际，科学谋划推进，全面落实党中
央关于主题教育的总体目标要求，把不忘
初心的标尺立起来，把牢记使命的责任扛
起来，把党员的先锋形象彰显出来，把党
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发挥出来，确保主题
教育高质量开展，确保全过程高质量和全
面高质量。
朱建军要求，要强化责任落实。突出
抓好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主题教育，保证
充足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主题教育中，要
力戒形式主义，严格落实中央和省委关于
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的要求，为基层减

负作示范；要加强组织引导。按照时间节
点挂图作战，细化实化具体措施，把好方
向、把严标准、把准细节，推动各项部署要
求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切实加强分类指
导，要注重靶向施策，切实增强指导的针
对性，以高度负责严谨细致的态度，推动
主题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要浓厚宣
传氛围。充分发挥主流媒体和新兴媒体
作用，牢牢把握正确导向，及时反映主题
教育进展情况和实际成效，形成浓厚的舆
论宣传氛围，进一步增强我市主题教育的
影响力。
会议还传达学习了全省美丽城镇建
设工作会议精神。

2019 年各界人士中秋联谊活动
暨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诵唱会举行

画好新时代最大最美同心圆
■ 记者 钱海飞 沈名扬
本报讯 昨天下午，我市举行 2019
年各界人士中秋联谊活动暨庆祝新中国
成立 70 周年诵唱会，社会各界人士欢聚
一堂，畅叙家乡情，诵唱赤子心，共话中国
梦，凝心聚力奋进高质量发展。
市委书记朱建军代表市委、市人大、
市政府、市政协向离退休老干部代表、民
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
各界人士和海内外朋友，致以节日的问
候，对社会各界为全市经济和社会各项事
业发展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会上，两位民主党派代表发言，朱建
军表示充分肯定并介绍了今年以来全市
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新成绩。朱建军说，
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地同心同德、同心同
向，聚焦高质量、奋进新时代，画好最大最
美同心圆，为海宁书写更高质量发展新篇

章，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接续奋斗。
朱建军强调，要追寻信仰之源。结合
当前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广大党外人士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
对祖国、对海宁的热爱之情转化为投身建
设发展的强劲动力，将海宁人“共商国是”
的优良传统继续传承发扬。
要多献发展之智。各界人士要发挥
自身所长，用好政党协商这个民主形式和
制度渠道，深入一线开展调研、民主监督，
通过协商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
努力在会协商、善议政、敢监督上取得实
效。要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的优势，
紧紧围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城市国际
化、营商环境最优市、品质服务先行市等，
积极建言咨政、当好智库，为全局谋划、全
域提升、全面发展贡献力量。
要凝聚创新之力。非公企业家和各

行各业的创业创新人士，要聚精会神干实
业、抓主业，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工
业强市向 2000 亿奋进”。要积极践行“亲
清”政商关系，投身东西部扶贫和山海协
作，在逐梦新时代的征程中创造更加光荣
的业绩。
要回报桑梓之情。新乡贤代表、侨港
台商、台胞台属、归侨侨眷、留学人员等，
要充分发挥个人和同乡会、商协会、联谊
会等平台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当好“海外
宣传员”
“ 招商招才员”和“家乡合伙人”，
共创家乡海宁更加美好的明天。
要筑牢和谐之基。新社会阶层人士、
民族宗教界人士及各界人士，要畅通不同
阶层的表达渠道，多做协调关系、理顺情
绪、引导舆论的工作，多参与社会服务、公
益慈善、环境保护、垃圾分类等活动，带动
各界人士共建文明海宁。
市领导姚敏忠、
周红霞、
王建坤等出席。

展定量定性评估，以群众口碑检验主题教
育成效；要营造浓厚氛围，引导各级党组
织和党员干部学习先进补短板、争当先锋
创一流；要力戒形式主义，保证主题教育
不虚、不空、不偏，确保以好的作风抓出好
的效果。
陈树庆肯定我市主题教育前期准备
工作，他指出，要坚持聚焦根本任务，紧紧
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这条主线，打牢筑实思想理论
根基；坚持“四个贯穿始终”，四项重点举
措有机融合、一体推进，对标对表抓好主
题教育组织实施；坚持分级分类指导，精
细谋划实施，确保主题教育全程全面高质
量；坚持从严从实，力戒形式主义，确保主
题教育取得实效。
会后，市委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
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题辅
导和业务培训，对我市开展主题教育单位
的有关负责人、市委各巡回指导组全体成
员，以及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全体成
员进行培训，进一步明确职责任务、工作
重点和具体要求。

215 名新兵赴军营
■记者 孙晨曦
通讯员 沈明敏 褚国民

本报讯 9 月 10 日，我市召开欢
送新兵大会，光荣入伍的 215 名好男儿
踏上保家卫国的征程。市委副书记、
政法委书记王建坤参加。
又是一年送兵时。当天下午，随
着军歌的响起，新兵与送行的亲人挥
手道别，开始全新的军旅生活。据悉，
今年我市征集的 215 名新兵中，大学生
为 175 名，占入伍总人数的 81.3%；大
学毕业生为 34 人，占比 15.8%。新兵
素质再创新高。

巩固文明创建
抓好四个提升
■记者 周梦洁 朱重鸣

本报讯 9 月 10 日上午，我市召
开巩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优化年”重
点工作项目推进会。
会议围绕深入实施“深化文明创
建、提升城市品位”三年行动计划，及
时掌握各单位在巩固全国文明城市创
建“优化年”中工作推进情况，协调并
优化下阶段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巩固提
升工作，达到全域文明和常态长效目
标。
会议指出，下一步巩固文明城市
创建工作要做到四个提升，即市容市
貌再提升、测评点位再提升、窗口服务
再提升、公益氛围再提升；要严格把握
时间节点；要对照问题清单，抓紧补齐
短板；要提前考虑好明年复评大考有
关工作。
会议强调，深化文明创建长效管
理目标要更加清晰；举措要更加实在；
攻坚要更加聚焦；亮点要更加凸显；督
查要更加有力；氛围要更加浓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