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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党组召开主题教育动员会和第一次专题学习讨论会

认真学习迅速行动 为海宁人民谋幸福
■记者 陈曦灏
本报讯 昨晚，市政府党组召开“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动员会和第
一次专题学习研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决
落实上级“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的部署，以“干就干最好、争就争第一、当
就当标杆”的姿态为全市政府系统高质量
开展主题教育做表率、当示范。市委副书
记、市长曹国良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对市政府党组开展主题教育进行
了动员，要求思想认识高度统一到上级部
署上来，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
中央、省委和市委保持高度一致，
准确把握
主题教育的总体要求，认真学习，迅速行
动，以主人翁的精神，投身到主题教育中
去。要扎扎实实开展主题教育，
把
“规定动
作”做到位、
“自选动作”做精彩，着力解决
一些实际问题，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以好的
作风抓出主题教育的好效果。要以政府工
作年度目标的圆满实现检验主题教育成

效，
切实保障好重大活动，
全力办好民生实
事，全面完成《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各项
目标任务，
及早谋划明年工作思路，
确保主
题教育和各项工作相互促进、
良性互动。
会上，集体学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并交流
了学习心得。
会议强调，
落实好主题教育，
要保持真
心、匠心和恒心，
更好推动政府工作。要有
真心，立足真学、真懂和真用，学深悟透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所

市委办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动员会

以实干实效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走前列
■记者 杨平平
本报讯 昨晚，
市委办紧跟市委步调，
第一时间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动员会，
贯彻落实中央、
省委和嘉兴市
委以及我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动员会精神，全面启动市委办主题教
育。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建坤参加
会议并讲话。市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第一巡回指导组到会指导。
会议要求，要深刻认识“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
主题教育的重大意义，
切实增强行
动自觉，以更高政治站位、更严工作要求、

更实方法措施，
自觉开展好主题教育；
要准
确把握目标要求，
抓牢主题教育重点，
抓实
抓细主题教育，
强化理论武装，
广泛调查研
究，全面深刻检视问题，全力整改落实到
位；要加强组织保障，压实主体责任，加强
统筹协调，
确保主题教育取得实效。
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争当标
杆中的标杆，第一时间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市委决策部署中去，按照“干就干最好、
争就争第一、当就当标杆”的要求，提高站
位、自我加压，大力弘扬红船精神、新时代
嘉兴人文精神和敬业奉献、猛进如潮的海
宁精神。要拔高理想信念的标杆、能力素

质的标杆、优良作风的标杆、自身建设的
标杆，真正把市委办公室打造成为“出战
斗力、出凝聚力、出成绩、出干部”的模范
机关；要铆足更大干劲，走在前列中的前
列，当好出谋划策的助手、调查研究的高
手、推进工作的里手、忠诚护卫的能手、自
查自纠的好手，为市委提供更多高“含金
量”
“ 含智量”的决策参考；要强化责任落
实，做好表率中的表率，突出示范引领，力
戒形式主义，坚持以学促用，让主题教育
激发出的工作热情和奋斗精神，转化为建
强市委“坚强前哨”和“巩固后院”的实际
成效。

检视反思 找准差距

——二论高质量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本报评论员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必须把检视问题贯穿全过程。只有不
断检视反思自身问题，才能祛病疗伤，激
浊扬清，保持共产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才能找准差距，发现短板，有的放矢地抓
整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关键是要有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
向内的勇气。
”在我们身边，依然有些同志
在检视问题和开展批评时“犹抱琵琶半遮
面”。有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有的舍近
求远、
避重就轻，
有的能遮就遮、
能掩则掩，
有的文过饰非、
转嫁矛盾。这种不良倾向，

违背主题教育的初衷，
必须认真加以克服。
把检视问题贯穿主题教育全过程，就
要教育党员干部按照“四个对照”
“四个找
一找”的要求，以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
神，广泛听取意见，认真检视反思，把问题
找实、把根源挖深，明确努力方向和改进
措施，切实把问题解决好。
高质量抓好检视问题，全市各级领导
班子要带领党员干部切实把自己摆进去，
对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对照党章党规，对
照人民群众新期待，对照先进典型、身边
榜样，找一找在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方面存在哪些
差距；找一找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方
面存在哪些差距；找一找在群众观点、群
众立场、群众感情、服务群众方面存在哪
些差距；找一找在思想觉悟、能力素质、道
德修养、作风形象方面存在哪些差距。

要对照嘉兴市委书记张兵的“十个大
有人在”
“四种病症”中点出的作风问题，
以
主动认领的姿态对照检视，
深挖问题根源，
明确努力方向。同时，
要把《海宁市营商环
境评估报告》和人大调研报告、政协《对标
比学赶先进，
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
列入全市各级党员干部查找差距的对标材
料。通过自己找、群众提、集体议、上级点
等方式，查摆差距不足，深刻检视剖析，形
成责任、
任务、
问题“三张清单”。
初心不改、使命不忘、本色不变。以
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正视和解决问题，就
能荡涤思想尘埃，永葆共产党人的初心，
切实肩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以“靶
向治疗”着力解决问题，把问题清单变成
效果清单，让人民群众真正得到实惠，就
能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和信心，
筑牢我们党长期执政最可靠的基础，推动
党和国家事业蓬勃发展。

学所悟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用实践来检
验和检视成效。要有匠心，谋事创业要做
到精致精细、一丝不苟，对工作想得深、看
得透、把得准，
特别要坚持不懈抓好泛半导
体产业，
高站位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为
海宁开创更美好的未来。要有恒心，进一
步强化定力，
一以贯之、持之以恒地抓工作
落实、抓工作推进，
尤其是围绕教育事业发
展、生态环境治理等群众关心热点，
深入调
查研究，
积极主动作为，
回应好群众对品质
生活的需求，
为海宁人民谋幸福。

高质量打造小微企业园
■记者 马银淇

本报讯 昨天，我市举行小微企
业园高质量建设现场推进会暨小微企
业服务联盟成立仪式。
据了解，目前全市建成小微企业
园共 38 个，占地 2875 亩，建筑总面积
283 万 平 方 米 ，集 聚 近 800 家 企 业 。
2022 年，全市力争要建成高质量小微
企业园 50 个以上，占地 5000 亩以上；
建成标准厂房 500 万平方米以上，入驻
小微企业 2000 家以上。
会上成立的小微企业服务联盟是
一个非营利机构，接下来将结合各园
区实际需求，以按周巡回值班的方式
提供服务。
会议指出，建设高质量小微企业
园要高起点规划，科学布局园区位置，
合理确定规模；要高标准建设，提升园
区容积率，提高园区承载率；要高水平
管理，坚持政府主导，严明园区认定标
准 ；要 高 要 求 准 入 ，提 高 入 园 企 业 质
量，提升企业发展效益。

《爱在长征》全国上映

本报讯 9 月 10 日晚，由海影国
际合作实验区入驻企业出品的纪录片
《爱在长征》在全国上映。作为新中国
成立 70 周年的献礼片，创作者心怀对
历史的敬畏之心，历时一年重走长征
路，沿途收集素材，朴素的初心贯穿于
全片创作当中。
影片讲述两个 20 岁出头，跟中国
有渊源的外国年轻人重走长征路的故
事。在他们的走访过程中，有着许多
精彩的故事和生动的细节，通过挖掘
和艺术再现这些故事和细节，充分展
现了老一辈革命家、新一辈“长征人”
的个性、情感和风采。

关于向市民朋友公开募集图书的公告
市民朋友们：
“‘君匋’首届全国书籍装帧艺术展”
已于今年 4 月启动征稿，
目前已进入专家
评审阶段。此次展览是全国首届以书籍
艺术为主体的国际性展览，展览由中国
美术家协会插图装帧艺委会、海宁市人
民政府共同主办，海宁市文学艺术界联
合会承办，钱君匋艺术研究馆执行承办，
将于今年 10 月下旬在钱君匋艺术研究
馆、张宗祥书画院、徐邦达艺术馆开展，
届时将展出来自国内和国际知名艺术家
的书籍艺术作品，
展品多达 400 余件。
参与此次展览特邀展部分的美国艺
术家 Buzz Spector 先生，在书籍艺术史
上有着重要地位，他见证了书籍艺术从

20 世纪至今的变迁。在展览中，除将展
示他收藏的近 200 件来自世界各地的书
籍艺术作品外，还将展出他标志性的书
籍装置作品。在这组作品中，Buzz 先生
将把书籍作为物品，堆砌成以不同空间
为载体的大型雕塑。在创作过程中，所
用书籍的具体形式将影响整个装置的实
体样貌，同时，每本书籍作为个体，所承
载的内容、历史和记忆，将导向作品的精
神含义。为此，Buzz 先生将向我市市民
朋友募集两万本书籍，来完成这组作品
的创作。
这将是 Buzz 先生首次利用中文书
籍创作装置作品，中国书籍的历史、文化
和样貌将附于作品，呈现在展览中。海

宁人乃至中国人将被紧密联结，并通过
作品，释放我们特有的精神文化。而每
位捐赠者，与捐赠书籍共同度过的四季
光阴，在过往给予每本书籍的生活印记，
以及赋予它们的情感回忆，也将生长为
作品的一部分。
每一位捐赠者，都可以在书中签下
自己的名字，捐赠者的名字将会被镌刻
在铭牌上，与其中一件装置作品一同永
久展示于钱君匋艺术研究馆内，以此表
达对捐赠者的感谢和纪念。
捐赠时间：即日起至 9 月 30 日
8:30-11:30；14:00-17:30
捐赠地点：钱君匋艺术研究馆（硖石
街道西山路 493 号）

联系人：钟海明、陈玲、吴兰之
电话：87130196
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衷心感谢您
的支持！
活动相关情况，将发布在“钱君匋艺
术研究馆”微信公众号，敬请关注！

钱君匋艺术研究馆
2019 年 9 月 1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