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造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州真
依托高屋建瓴的顶层设

计、灵活有效的全方机制、综合
一体的服务保障， 真州镇在重
大项目建设上取得了不错成
绩。

坚持 “项目为王 ”不松劲 ，
突出节点抓项目， 抓住春节有
利时期， 积极邀请客商回乡座
谈，寻找项目信息源；组织小分
队赴上海、苏州等地拜访客商，
跟踪意向项目； 主动拜访仪征
化纤生产计划部门， 洽谈化纤
新材料项目。突出重点抓项目，

下发了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考
核细则， 定期实地走访项目现
场，全力推进升信人造草坪、晨
然医疗器械等12个在建项目竣
工投产。突出难点抓项目，围绕
解决项目用地等难点问题和项
目开工薄弱环节， 进一步健全
重大项目建设定期会办机制 ，
切实加快推进金阳光三期等7
个拟建项目开工手续办理 。一
季度， 先后新签约项目3个、议
定可签约落户项目4个，新开工
项目5个、新竣工项目3个。

新时代要有新气象。 打铁必须
自身硬， 是我们党面向新征程许下
的铮铮诺言。站在新的起点上，真州
镇党委坚持把党建工作摆在全镇工
作的重要位置， 加强党员干部廉洁
从政理想信念教育， 充分利用镇党
委中心组学习会、专题学习研讨会、
理论学习与工作交流会等平台 ，组
织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活动， 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及视察江苏重
要讲话精神，深刻领会精神实质，牢
固树立“四个意识”。强化党建工作
责任落实，出台了镇党委工作要点、
党建工作要点和党委抓基层党建工

作责任制意见，并以党委1号文件形
式将党建工作细化为项目化任务 ，
做到村、 社区、 机关考核工作全覆
盖， 切实增强党组织书记抓好党建
的责任感。 认真迎接扬州市委交叉
巡察一组巡察工作，3月20日召开了
动员部署会， 确保各基层党组织思
想上高度重视，自觉接受巡察监督；
行动上密切配合， 切实保障工作开
展；整改上持续跟进，认真抓好组织
落实，以旗帜鲜明讲政治的态度，虚
心接受、 认真对待巡察组指出的问
题和意见，逐条梳理剖析、逐一找准
症结、逐项制定措施，坚决整改落实
到位。

真州镇以高度的思想共
识、行动共识，对标各项工作，争
当全市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

今年年初 ， 真州镇就在
2018年全镇经济工作会议上提
出，要以发展实体经济为引领，
全力提升经济综合实力。 按照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要求 ，坚
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努力走
出一条高质量的发展新路。

该镇坚持“指标为纲”不懈
怠，强化创新引领，积极推进产
学研深度合作， 重点组织企业
拜访华东理工大学对接科技人
才需求，推动锦辉化纤、黎明钻
具江苏省企业研究生工作站申
报。3月22日下午， 金鹰纺织有
限公司与中国工程院蒋士成院
士签约扬州市级院士工作站 。

强化政策支持， 加大现有企业
培育力度， 对明确的18个技改
（投资）项目逐一摸底排查，对确
定（预计）新进规模和新上“新三
板”的锦辉化纤、易力土工、升信
无纺等企业进行跟踪服务，并结
合企业实际进一步完善镇级扶
持企业发展政策，不断提高企业
效益和开票销售额。已实现工业
开票销售16.1亿元，工业入库税
收7100万元； 实施技改项目13
个， 完成设备投资1.03亿元，购
进设备抵扣税450万元。 强化载
体支撑，着眼提高承载力和承载
水平，重点对胥浦工业集中区进
行了全面系统的谋划，进一步加
强了仪化水、电、蒸汽以及基础
设施的投入，夯实了企业加快发
展的基础。

工业经济 产业“尖子”领跑转型升级

项目为王 壮大产业“拳头” 从严治党 全力服务保障总目标落实

沧海横流， 风正帆悬； 全面发
展，奋力争雄。真州镇，在这个澎湃
的时代，在这个转折的关口，正以时
不我待的紧迫感和踏实肯干的实作
为，朝着全年目标进发。

下一步，该镇将在 “双过半 、硬
过半”的目标任务上下功夫，力争上
半年全镇实现工商税收4.6亿元，工
业开票销售28亿元， 工业入库税收
1.09亿元，购进设备抵扣税650万元。
一是重点加大上海汽交所汽车交易
平台项目、深圳海伦堡产业园项目、
南京嘉远电动汽车项目、 无纺基布
项目和高效农业项目等意向项目的
洽谈力度，力争上半年签约落户；二
是继续实行常态会办、 定期督办等
机制，逐步解决规划、用地、环保等
各类手续问题， 促进新签约项目和
拟建项目尽早开工、 在建项目尽早
竣工投产，力争上半年新签约、新开
工、外资到账完成全年任务的80%以
上；三是加大现有企业培育力度，宣
传落实好市委、市政府《关于持续优
化发展环境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

意见》文件精神，进一步完善镇领导
挂钩联系服务企业制度， 实实在在
做好企业难题解决， 抓好企业梯度
培育， 跟踪服务好8家农业企业、81
家工业企业 、32家服务业企业和14
家建筑企业， 加快推进实施21个工
业技改项目， 全力推动中星资产公
司登陆“新三板”。

逐梦新征程， 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风物
淮南第一州”的真州，乘着新时代的
浩荡东风， 定将以更加饱满坚毅的
姿态，击楫争先、破浪前行，继续书
写美丽中国的真州篇章。

傅永红

面向未来 锚定高质量“时代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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棚改征拆事关民生， 事关
发展， 是检验干部能力水平的
验金石。征拆工作开展以来，真
州镇紧紧围绕市委、 市政府的
工作部署， 以钉钉子的精神和
啃硬骨头的勇气，突出重点、创
新思路， 不断深入推进棚改征
拆工作。 他们认真做好前期入
户调查摸底工作， 制定了科学
合理的征收补偿政策，一方面，
推进扫尾攻坚。 组织调集精兵
强将， 按照成块连片区域要求
集中攻坚， 强势推进各个地块
拆迁扫尾， 不断巩固和扩大已
经形成的良好态势。另一方面，
启动新一轮棚改征拆。 严格按
照《2018年仪征市棚户区（城中

村）改造房屋征收（拆迁）实施
方案》 中明确的节点和任务要
求， 召开了城区指挥部工作推
进会，制定了具体实施办法，相
关人员已迅速进入各自岗位开

展工作。同时，围绕 “两园 ”建
设，加快推进泗大线改造、枣林
路东延、 万年大道北延等道路
的拆迁让地工作， 力争按照项
目序时完成任务。

十九大报告指出 ：“保障
和改善民生要抓住人民最关
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为
了让群众更好更多地分享改
革发展成果，真州镇始终牢固
树立民生优先、群众第一的理
念 ，坚持从群众最关心 、最直
接、最现实的问题入手,把更多
精力和财力投向民生，一项项
利民成果， 一件件惠民实事，
使群众的幸福指数不断攀升。

大力实施增收创业行动，
深入实施 “一村一品 ”强村富
民工程；持续做好低收入农户
走访帮扶，重点帮助解决了大
病二次报销和学生学费生活
费问题。 全力推进3个绿化重

点工程成片造林、道路绿化规
划设计、 树种选择等工作，加
快推动毛桥河、 三八中心沟、
三八沿山河绿化工程， 所有绿
化工作将于5月底前全部完成。
持续开展“263”专项整治行动，
召开了全镇“263”专项行动暨
网格化环境监管工作推进会，
印发了2018年度“263”专项行

动重点工程项目。 高度重视信
访稳定，采取领导包案化解、人
防和技防结合稳控机制， 并成
立应急保障等多个工作小组，
安排专职工作人员在京值守，
完成了市镇重点信访件办理和
重点人员有效稳控， 实现了春
节、全国“两会”期间进京零登
记、零非访。

民生“套餐” 提升群众“幸福指数”

棚改征拆 全力以赴改善居住环境

初夏时节，滚滚长江千堆浪卷，惊涛拍岸。而在大堤北岸、天宁塔下，一场优化发展环境的
思想解放浪潮也在激情交汇，拍打着20万真州人的心房。

“追求高质量发展，首先要打开思想解放这个‘总开关’，以全方位的理念创新、方法创新、
制度创新打造新时代真州改革开放新优势。”4月27日，在真州镇党委中心组（扩大）学习会暨
第二期“真州讲坛”上，仪征市委常委、真州镇党委书记雎万仁说，真州正面临宁镇扬板块、长
江经济带、长三角一体化等多重战略机遇叠加，必须精准把握工作方向，以奋勇争先的使命感
抓机遇补短板，以舍我其谁的责任感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推动真州经济发展。

只争朝夕，擘画蓝图。今年以来，在仪征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真州上下以十九大精
神为指导，围绕年度计划和“开门红”目标，按照“项目为王、指标为纲”的战略思路和“干在实
处、走在前列”的总体要求，从大处、要处、实处着手，项目化、节点化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
一季度，实现工商税收2.54亿元，其中国税1.83亿元、地税0.71亿元，占年计划的29.3%……

亮眼的数字背后，是真州镇聚力转型、优化发展的“内涵”，是真州镇持续增强的核心竞争
力和不竭生命力。

重大项目开工建设

化纤无纺产业发展

调研推进企业发展

城中村改造后

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明显

公园体系建设

真州春韵

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真州现代农业园

C:\library\RB\RBG01\05$16\RBGGBMG1516C.p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