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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宁12月14日讯 (记
者 于伟 ) 13日上午，济宁
高新区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
组开展集体学习活动，专题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署名文章《弘
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
列》，传达中央、省市有关文
件和会议精神。市委副书记、
济宁高新区党工委书记石光
亮主持。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
总书记署名文章《弘扬“红船
精神”走在时代前列》。会议强
调，要从党的光辉历史中汲取
奋进力量，肩负起新时代赋予
的历史使命，牢固树立“四个
意识”、忠诚维护核心，永葆党
员本色、坚定理想信念，坚定

不移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核心
地位和领袖权威，坚定不移维
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要
大力弘扬“红船精神”，把弘扬

“红船精神”同深化党的十九
大精神学习宣传贯彻结合起
来，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力落
实好党的十九大确定的各项
任务，奋力开启高新区“三次
创业”新局面。

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办
公厅印发的《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进一步纠正“四风”、加强作
风建设重要批示的通知》。会
议强调，要认真反思，举一反
三，对照查找“四风”突出问题

在我区的新表现，以永远在路
上的坚韧锲而不舍抓好作风
建设。要深入开展“四风”问题
整治情况“回头看”工作，建立
整治“四风”问题长效机制，绝
不能让“四风”问题反弹、回
潮。要把建章立制贯穿作风建
设的始终，抓好制度执行，促
进各项工作规范化制度化。要
开好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
会，做到全体动员抓作风、从
严从细抓作风、领导带头抓作
风，不断把全区作风建设推向
深入。

会议传达学习了省委书
记刘家义署名文章《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做新时代合格共

产党员》。会议强调，做新时代

合格共产党员，首先要用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武装头脑，真学真懂真信
真用实干。要牢固树立“四个
意识”，坚定维护习近平总书
记核心地位、领袖权威，切实
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保持高度一致。要强化政治担
当，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
色，全力以赴谋发展惠民生，
把党的十九大的决策部署转
化为加快全区发展的具体行
动。

会议传达学习了省委党
的建设领导小组会议及市委
党的建设领导小组第三次会
议精神。会议强调，要落实好

“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的
要求，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定
不移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
领导。要加强基层组织建设，
强化基层组织政治功能，不
断推动全区各领域基层党建
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要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坚定
不移把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
推进，为全区发展提供坚强
组织保证。

济宁高新区党工委副书
记、管委会副主任刘章箭，党
工委理论中心组全体成员参
加学习。

高新区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集体学习，石光亮主持

弘弘扬扬““红红船船精精神神””，，助助推推三三次次创创业业

本报济宁 1 2月 1 4日讯
( 见 习 记 者 王 博 文 ) 1 4
日，济宁高新区党工委副书
记、管委会副主任刘章箭主
持召开了济宁高新区2017年
第1 7次党政联席会。会议听
取了各部门今年各项工作的
开展情况，并对明年的工作
进行谋划，就一些全局性的
重大问题、需要集中突破的
重点工作和推进落实的重大
措施进行了研究。

会议就2017年各项工作
的经验和教训进行了总结和
分析，一年来，党工委、管委会
深刻把握区情，集中谋篇布
局，全力推动落实，明确了发
展定位、奋斗目标，启动了“三
次创业”，拉开了蓼河新区建
设，主要指标增幅均高于全市

平均水平，取得了较好成绩。
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还要对
标先进，在经济转型、招商引
资、园区建设、城市建设、民生
保障等方面查找不足，推动工
作上新台阶。

会议对明年工作进行了
谋篇布局，通过增强经济实
力、集中攻坚重点产业集群
培育，增添城市魅力、坚定
不移提升科技新城品质，增
进科技给力、矢志不渝完善
创新服务体系，增大创新活
力、全力以赴深化体制机制
改革，增加落实定力、更大
力度推进干部作风转变等方
面，确保在济宁区域内引领
示范、走在前列，在全国国
家高新区坐标体系中赶超跨
越、争先进位。

会议要求，在工作的推进
过程中，要有更高的要求和标
准。要站在更高的层次、一流
的标准审视工作，牢牢把握高
新标准，做到济宁争先、鲁南
领先、全省争先。要强化时间
观念、进度观念、效率观念，做
到马上就办、立说立行、干成
干好。要发扬高新精神，做到
有思路、有办法、有招数，真正
把责任担起来、把任务完成
好，在苦干实干中打开发展新
局面。要恪尽职守、尽心尽力，
到位而不越位、不缺位、不失
位，形成全区一盘棋、上下一
股劲、干群一条心、群策群力
抓落实的局面。

党工委、管委会班子成
员；调研员；副调研员及相关
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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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区部署“两委”换届选举工作，石光亮强调

以以强强烈烈的的政政治治责责任任感感做做好好换换届届工工作作
本报济宁12月14日讯 (记

者 孟杰 ) 13日下午，济宁
高 新 区 召 开 村 和 城 市 社 区

“两委”换届选举工作动员部
署会议，会议传达了全省和
全市村和城市社区“两委”换
届选举工作动员部署会议精
神，安排部署了全区村和城
市社区“两委”换届选举工
作。市委副书记、济宁高新区
党工委书记石光亮出席会议
并讲话。

石光亮在讲话中指出，这
次村和城市社区“两委”换届
选举，是城乡基层政治生活中
的一件大事，也是城乡基层组
织建设最基础性的工作。这次

换届选举，标准更高、要求更
严、责任更大。各级各部门要
充分认识这次“两委”换届工
作的重大意义，清醒认识面临
的新情况，充分看到新的有利
条件，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以
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做好换届
选举的各项工作。

石光亮要求，要把握重
点、强化措施，积极稳妥做好
换届选举各项工作。要坚持稳
字当头、平稳操作，按照先易
后难的工作思路，坚持稳定和
质量并重，积极稳妥做好各项
工作。严把选人关，提高选人
用人质量，始终把政治标准放
在首位。要严把职数关，体现

精干务实高效，本着有利于加
强党的领导、提高工作效率、
减少村级支出的原则，合理确
定村“两委”成员职数。要严把
程序关，确保规范有序操作，
确保每个环节、每项工作都严
格依法、规范操作，经得起群
众和历史的检验。要严把整顿
关，着力突破重点难点村，确
保换届工作顺利推进。要严把
纪律关，营造风清气正环境，
确保“两委”换届选举风清气
正。要严把交接关，实现平稳
过渡，确保新班子开好局、起
好步。

石光亮强调，要时刻绷紧
换届纪律这根弦，从严正风肃

纪，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
环境。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确保换届选举工作健康有序
推进。要坚持齐抓共管，真正
形成党委统一领导、部门协
作、工作联动、程序联接的领
导机制和工作运行机制。要强
化督导指导，成立专门督导
组，实现乡镇(街道)督导全覆
盖。要加强舆论引导，牢牢把
握正确舆论导向，坚持正面宣
传为主，大张旗鼓地宣传换届
选举工作，营造良好换届环
境。

石光亮指出，这次村居
“两委”换届选举时间紧、任务
重、要求高，需要上下联动共

同推进。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严格按照省市部署要求，
高点定位、精心组织、用心用
力做好换届选举工作，为推进
高新区“三次创业”提供坚强
组织保证。

济宁高新区党工委副书
记、管委会副主任刘章箭主持
会议。会上，党工委副书记鹿
洪超传达了全省、全市村和城
市社区“两委”换届选举工作
动员部署会议精神，各街道党
工委书记汇报了“两委”换届
选举工作准备情况，高新区公
安分局作了表态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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