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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曙光在全市!!""#洪灾倒房重建
现场推进会上强调

全力推进倒房重建和!夕阳红"计划
以实际工作业绩检验创先争优活动成效

本报讯 !记者金立平"

!

月
"#

日# 全市 $

$

%

!

& 洪灾倒房重
建现场推进会在东至县洋湖镇
召开 ' 会议通报了全市 $

$

%

!

&

洪灾倒房重建及 $夕阳红 & 计
划实施进展情况 # 对下一阶段
倒房重建及 $夕阳红 & 计划实
施工作任务作出部署 ' 市委副
书记张曙光 ( 副市长章霞升出
席会议并讲话'

张曙光对今年以来 $夕阳
红& 计划实施工作和前一阶段灾
后倒房重建工作予以充分肯定#

指出各地思想高度重视# 工作措
施得力# 人力( 物力( 财力保障
充裕# 两项工作都在有力有序有
效地向前稳步推进# 取得了阶段
性成果' 张曙光强调# 灾后倒房
重建是当前一项十分紧迫而又重
要的工作# 是事关民生的大事#

也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 ' 各
地( 各部门一定要从贯彻落实科
学发展观( 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
众根本利益的政治高度# 进一步
统一思想( 提高认识# 不断增强
做好灾区倒房重建工作的责任
感( 紧迫感和使命感# 将灾区倒
房重建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的民生
工程 ( 民心工程 ( 重点工程来
抓# 把好事办好# 实事办实# 全
力以赴推进倒房重建工作'

张曙光要求# 要咬定目标#

倒排工期# 严格按照时间节点实
行倒计时管理# 确保本月底工程
动工# 让灾民入冬前住进新居'

同时# 要进一步加大 $夕阳红&

计划推进力度# 超前谋划# 狠抓
落实# 确保高质量高标准完成市
委( 市政府今年确定的农村敬老
院建设任务# 全力争取此项工作
走在全省前列' 要扎扎实实做好
建设规划工作# 切实做到高起点
规划 ( 高质量建设 # 从大处着
眼( 从细节把关# 把敬老院建设
成为当地最美最靓的家园# 把倒
房重建集中安置点建设成为新农
村示范点' 要强化领导# 精心组
织# 周密安排# 切实把倒房重建
工作做深( 做细( 做实# 让受灾
群众深切地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
暖' 要明确责任主体# 扶持要兑
现( 督查要到位( 奖惩要落实#

严格资金管理# 整合资源# 强力
推进# 合力攻坚# 确保全年既定
目标任务落到实处# 以实际工作
业绩来检验创先争优活动的成
效'

章霞升在讲话中就全市前一
阶段灾后倒房重建工作进行了总
结回顾# 并对下一阶段的工作作
了部署# 要求建立组织领导体系
和工作责任机制# 加大政策扶持
力度# 加强工作督促检查# 抓点
带面迅速掀起建设热潮# 确保倒
房重建工作快速有序推进'

会上# 各县区负责同志介绍
了各地灾后倒房重建工作情况

%

市民政局主要负责人就全市倒房
重建和敬老院建设工作作了通
报' 会议召开前# 与会代表还实
地参观考察了东至县洋湖镇敬老
院和高山村集中建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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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二届人大常委会
召开第六十八次主任会议
陈士宽主持会议

本报讯 !记者胡凯"

!

月
01

日上午# 市二届人大常委会召开
第六十八次主任会议' 市人大常
委会党组书记( 常务副主任陈士宽
主持会议#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李祝安( 钱征( 程根茂( 王本年(

朱燕云( 汪方应及秘书长李刘保
出席会议' 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
长( 各工作机构( 办事机构及市
政府办公室( 市直有关部门负责
同志列席会议'

会议研究了关于推迟召开市

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
的有关事项 # 决定根据工作需
要# 将会议由原定的

!

月
23

日
至

24

日推迟到
5

月
4

日至
6

日
召开' 会议听取了关于计划生育
惠民政策落实情况的调研报告)

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领导走访驻
池部队市人大代表情况的报告)

研究了关于补选市人大代表的建
议' 会议还听取了关于拟提请任
免职人员情况的报告'

创新 !托起 "连云港
$$$江苏沿海开发系列报道之二

"

记者 潘海苗

$不做落后产业梯度转移的承接者#力
争与发达地区在新兴产业上同步起跑' &

在连云港采访# 无论是市领导# 还是
发改委( 沿海办等部门的负责人# 都不约
而同向记者提及了上述一段话' $连云港
最大的优势是生态' 我们绝不引进污染项
目 # 也不在

(7

产业等苏南 *传统强项 +

上争短长# 而是从新医药( 新能源( 新材
料等高新技术上求突破'& 连云港市委书
记王建华说'

一组数据显示了连云港人的底气,近
#

年来# 连云港市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年均增
长

83!

以 上 #

9335

年 # 增 幅 更 是 高 达
!3:4!

#高于江苏省平均增幅
81

个百分点#

实现产值
6!4;3<

亿元# 提前一年超额完成

$十一五&目标)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
达到

95!

#同比提高
!

个百分点#对工业经
济增长贡献率超过

13!

'

一

是走传统的发展之路# 还是按照科学
发展观的要求跨越式发展- 对连云港来讲#

曾经是很困惑(很痛苦的选择' 在新的领域
里面争取同步起跑# 难度肯定比发达地区
要大得多' 但连云港人明白#凡事要勇于尝
试#不能总跟在人家后面跑'

连云港市委( 市政府在充分调查研究
的基础上提出#在新一轮沿海开发中#连云
港要从高端产业(基础产业切入#走一条创
新驱动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并把创新驱动
战略放在连云港跨越发展( 崛起腾飞目标
的五大发展战略之首'

战略和路径明确之后# 首先面临的挑
战是如何克服政绩$冲动&#改变急功近利
的短期行为#变招商引资为招商选资#围绕
大目标精心选商# 做大做强新材料( 新医
药(新能源等$三新&产业'

中国复合材料集团有限公司就是其中
一家' 中国复材分别和连云港的两家企业
合作#成就了两个全国第一,一是和鹰游纺
机集团合作# 成立中复神鹰碳纤维有限公
司#一举打破国外公司的技术封锁#生产出
高品质的碳纤维) 二是和连众玻璃钢集团
有限公司合作# 成立中复连众复合材料集
团有限公司# 通过引进( 消化吸收和再创
新#建成国内最大的风电叶片生产基地'

$中国医药看江苏#江苏医药创新看连
云港' &在我国医药行业#连云港是全国创新
力量最强的$药港&' 江苏

43

个在研原创一

类药#其中
8

个在连云港#连云港的新药研
制(中药创新均领跑全国#形成了以恒瑞(豪
森(康缘(正大天晴等为骨干的新医药群'

$技术创新# 才能把命运抓在自己手
里' &这是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孙飘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目前#恒
瑞在上海(美国旧金山及瑞典#都建立了自
己的研发机构# 企业手里有

41

个国家
4;4

类新药'

4;4

类就是一级甲等#代表着最高
水平' 正因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药多#

恒瑞核心竞争力很强# 目前企业年销售收
入虽然只有

93

多亿元# 但利润却与销售
433

亿元的传统药企相当'

而正是在这样的行业龙头的带动
下#连云港的新材料(新医药(新能源等$三
新&产业发展迅速'

9335

年#连云港市
4$2

家 $三新& 企业完成产值
298

亿元# 增长
21!

#高于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长
2;$

个百
分点' '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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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全省#皖南片$党委系统
督查工作座谈会在池召开
张杰出席 张曙光出席并致辞

本报讯 !记者邓柱"

!

月
91

日# 全省 !皖南片" 党委系
统督查工作座谈会在我市召开' 会议就深入学习贯彻省委书
记张宝顺关于人民网网友留言办理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 扎
实做好网友留言办理工作# 不断开创全省党委督查工作新局
面# 推进全省党委督查工作上水平( 上台阶进行了部署' 省
委副秘书长( 省委督查室主任张杰# 市委副书记张曙光出席
会议' 省委督查室( 皖南片八市的党委系统督查室等相关人
员参加了会议'

张曙光在致辞中介绍了我市的市情和经济社会发展现状' 他
说# 多年来# 我市各级党委领导普遍把督促检查作为重要的领导
环节和领导方法坚持和运用# 在作出决策的同时就研究抓落实的
问题# 在部署工作任务的同时就安排督促检查# 十分重视发挥党
委办公系统督促检查职能作用' 近年来# 在省委督查室的正确领
导和直接指导下# 池州市委督查室主动服从和服务于全市经济社
会发展大局# 紧扣中心工作# 认真履行督查职责# 积极建言献
策# 为市委和全市各项工作顺利推进( 全面落实# 提供了有力保
障' 这次全省 !皖南片" 党委督查工作座谈会在我市召开# 是对
我市工作的激励和鞭策# 我市将认真贯彻落实会议精神# 虚心学
习兄弟市工作经验# 推进督查工作不断创新# 使督查工作更好地
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服务# 大力推动我市党委督查工作上质量上
水平'

会上通报了省委督查室上半年工作情况以及下半年工作安
排# 皖南片八市的市委督查室负责人分别对网上留言办理工作
和常委会工作要点推进工作进行了详细介绍# 与会人员还就如
何做好全省党委督查工作进行了分组讨论'

世界自然基金会来池考察
自然保护和城市生态建设

本报讯 !通讯员池秘"

!

月
94

日至
92

日# 世界自然基金
会中国区副总监王利民等一行四人来池考察我市自然保护和城
市生态建设工作' 市委常委( 副市长袁继明陪同考察'

世界自然基金会 !

==>

" 是在全球享有盛誉的 ( 最大
的独立性非政府环境保护组织之一 # 自

4584

年成立以来 #

一直致力于环保事业# 在全世界拥有将近
<93

万支持者和一
个在

433

多个国家活跃着的网络# 在中国
5

个地区设置了项
目办'

在池期间# 王利民一行考察了池州城区建设总体规划及主
城区三大水系贯通工程( 牯牛降国家级森林生态自然保护区及
秋浦河湿地( 升金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以及即将建设的
升金湖湿地生态科普中心和唐田保护站' 考察组高度评价了池
州河湖湿地水系之于长江的重要价值# 充分肯定了我市自然保
护工作及池州城市规划建设取得的成就# 认为我市城市建设生
态品质高( 成就大# 特别是水系贯通工程坚持的先进理念和采
用的先进技术在当今城市建设和水系治理中极具指导意义' 考
察组也指出# 升金湖保护区一要切实解决好湖区权属# 特别是
核心区的权属问题) 二要加大宣传力度# 加强保护区的立法工
作) 三要进一步做好保护区生境恢复( 水质监测和科研工作水
平' 考察组表示今后将充分利用其资金( 技术和公共关系等方
面的资源# 逐步在池州开展工作# 并希望升金湖当前尽快就湿
地鸟类生境修复和管理能力建设提出项目建议# 由其考虑提供
援助实施'

我市 #项目列入国家星火计划
本报讯!记者钟斌"日前#市科

技局传出喜讯, 国家科技部发布
9343

年度国家星火计划立项项
目#我市共有

1

个项目名列其中'

我市的这
1

个项目分别是 ,

青阳县平云牧业开发有限公司的
$皖南土鸡标准化生产基地建设&(

安徽省东至县天野特种养殖农民

专业合作社的 $特种野猪生态循
环高效养殖技术示范及产业化&(

东至县食用菌产业协会的 $食用
菌产业协会服务能力建设&( 池州
市华丽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
$沿江江南集约型生态农业技术集
成与推广&'

据介绍#国家星火计划主要支

持利用农村资源#投资少(见效快(

先进适用的技术项目#建立科技先
导型示范企业#发展高产(优质(高
效农业#推动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
建设和农村规模经济发展'此次立
项对促进我市农业经济结构调整
和特色农业经济产业链的发展有
着直接的重要作用'

全省加快推进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
转移示范区建设电视电话会议召开

王三运孙志刚出席会议 方西屏在主会场作交流发言
本报讯 !记者潘世鹏 "

!

月
91

日 #

全省加快推进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
示范区建设电视电话会议在合肥召开 '

省长王三运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 # 省
委常委 ( 常务副省长孙志刚主持会议 '

会议认真总结了今年以来示范区建设情
况# 分析了示范区建设的总体形势 # 省
国土资源厅( 省地税局 ( 滁州市 ( 池州
市( 郎溪县( 马鞍山承接产业转移示范
区管委会等单位交流了示范区建设工作
的经验' 市长方西屏代表我市在主会场
作了交流发言 ' 市委常委 ( 常务副市长
张夏林# 江南产业集中区副主任汪春生
出席池州分会场会议'

王三运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示范区
建设取得的成效 # 就做好下步工作 # 分
别从准确把握示范区建设的工作方向 (

高标准( 高质量抓好规划编制工作 ( 进
一步加强园区承载能力建设 ( 坚定不移
把招商引资作为重中之重 ( 扎实推进示
范区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建设 ( 用足用
好示范区建设的各项政策 ( 认真抓好示
范区的宣传推介工作 ( 切实加强示范区
建设的组织和领导等八个方面进行了具
体部署' 同时王三运指出 # 池州市为推
进示范区建设工作做出了很多努力 # 工
作扎实细致 # 服务措施具体明确 # 工作
已经上路# 效果开始显现 # 客观要素正

在不断释放# 出现非常好的势头'

方西屏在主会场作交流发言时说# 江
南产业集中区落户池州# 是省委( 省政府
着眼全局作出的重大部署# 充分体现了省
委( 省政府对池州发展的亲切关怀和殷切
希望# 也是我市广大干部群众孜孜以求(

热切期盼的共同心声# 为池州未来发展提
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面对示范区建
设这一重大责任( 历史使命和政治任务#

我们按照 $服务集中区就是服务池州自身
跨越崛起# 就是服务安徽科学发展# 就是
服务中部崛起& 的理念# 举全市之力# 切
实做到 $六个服务&# 为示范区建设 $边
规划# 边建设# 边招商& 提供保障'

方西屏着重从统一思想( 凝聚共识服
务集中区) 优选干部( 优化环境服务集中
区) 转变职能( 强化基础服务集中区) 和
谐拆迁( 建设新区服务集中区 ) 完善配
套( 无缝对接服务集中区) 建立机制( 着
眼长效服务集中区等六个方面介绍了我市
在服务集中区建设方面所做的工作' 就做
好下一步工作# 方西屏表示# 我市将认真
贯彻这次会议精神# 进一步在 $谋得深(

抓得住( 出效率& 上下功夫# 以最积极的
姿态( 最务实的行动( 最有力的保障# 确
保江南产业集中区建设有力有序( 高效推
进( 尽快见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