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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郭杰 胡晓）连
日来，省第十五次党代会报告在我
区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
家纷纷表示，要把学习贯彻省党代
会精神作为当前的一项重大政治
任务，聚焦聚力“两个先行”，对标
对表，实干争先，在推进我省共同
富裕先行和省域现代化先行中展
现担当。

省第十五次党代会提出了未
来一个时期我省的发展目标，其中
第一个具体目标就是：“高水平推
进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省
域实践，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和清
廉建设高地”。在深入学习后，区
纪委监委驻区财政局纪检监察组
组长张永迪对打造清廉建设高地
有了新的认识，也对今后的工作有
了新的计划。

派驻纪检监察组作为区纪委

监委的派驻机构，主要负责对所驻
单位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承担
“全方位、全系统、全天候”监督职
责。“作为区纪委监委驻区财政局
纪检监察组，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
省党代会精神，立足实际，充分发
挥派驻纪检监察组监督‘探头’作
用，围绕疫情防控、助企纾困、重大
项目推进等重点工作开展监督检
查，不断提升监督精准度，确保疫
情防住、经济稳住、发展安全。”张
永迪表示，下一步，区纪委监委驻
区财政局纪检监察组将紧盯国有
企业数字化项目打造、制度建设、
权力运行等情况，以工程管理、资
产管理、财务管理三大领域监督检
查推动清廉国企建设，构建“企优
督”体系，促进国企高质量发展。

推进“两个先行”，关键在党。
一直以来，我区牢固树立大抓基层

的鲜明导向，不断优化组织体系、
延伸为民服务触角，创新探索了小
区党建、网格党建、船头党建等一
系列独具海岛特色的品牌经验，全
区991个基层党组织，1.9万余名
党员为推动普陀高质量发展提供
了坚实保障。

区委组织部组织科科长戴晶
晶认为，“高水平推进以自我革命
引领社会革命的省域实践，打造新
时代党建高地和清廉建设高地”这
一目标的提出，为普陀进一步夯实
基层组织根基指明了方向。“作为
组工干部，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
将聚力‘两个先行’奋斗目标，坚持
党建统领这一总基调，大力发扬新
时代蚂蚁岛精神、庙子湖精神，深
入实施‘红色根脉强基工程’，加快
推进现代社区建设，做大做强全域
党建联盟，走深走实海岛共富路

径，抓紧提升党建数字化应用效
能，健全完善‘互学互评互比’赛马
机制等，切实以自我革新精神推动
基层党建工作始终保持创造性张
力，更具辨识度、更富实效。”戴晶
晶表示。

“党校作为党的教育培训和
理论宣传主阵地，在学习宣传贯
彻省党代会精神中肩负重要职
责，理应在学习方面走在前列，积
极推动省党代会精神落在实处、
取得实效。”区委党校教师陈娇妮
说：“作为一名党校教师，今后一
段时间，我将努力当好党的创新
理论的诠释者、传播者和实践者，
在红色阵地上持续推进党史学习
教育常态化、长效化，用实际行动
坚定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忠实信仰者、坚定维
护者、实践引领者。”

纪检监察、组织系统热议省党代会精神

为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和清廉建设高地贡献力量 评
论

导读
02综合新闻 04专版

虾峙成立重大项目临时党支部，以党员力量带动项目破题攻坚
党建引领重大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

浙江省防控办：
调整重点人员健康管理措施

本报讯（记者 励佳 诸葛晓
明）昨天上午，中共舟山市普陀区
委十四届二次全体（扩大）会议举
行。

全会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全面贯
彻省第十五次党代会和市委八届二
次全会精神，听取和讨论孙志龙同
志代表区委常委会作的报告，审议
通过《中共舟山市普陀区委关于深
入学习贯彻省第十五次党代会精神
在高水平建设现代海洋城市中扛起
普陀担当的决议》，动员全区上下坚
决做到“两个维护”，奋力推进共同
富裕先行和现代化先行，在高水平
建设现代海洋城市中扛起普陀担
当。

区委委员、候补委员出席会议。
区委常委会主持会议。区委

书记孙志龙代表区委常委会向全
会作报告，并在全会结束时讲话。
区委副书记徐炜波、黄林伟出席会
议。

全会指出，省第十五次党代会，
是浙江迈入高水平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
裕示范区新征程，豪情满怀喜迎党
的二十大的重要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
重要的会议。大会深入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
总结过去五年全省开启系统性变
革、实现历史性跨越的生动实践，系
统梳理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对浙江工
作重要指示精神，明确了今后五年
的总体要求、奋斗目标和主要任务，
是省委团结带领全省人民接续奋斗
的政治宣言，是指导浙江走好新时
代赶考路的行动纲领。市委八届二
次全会，鲜明回应了省委“八个高
地”和“十个着力”的工作要求，系统

部署了高水平建设现代海洋城市打
造“两个先行”十大标志性成果的目
标任务、重点举措。

全会强调，全区各级党组织和
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省党
代会和市委全会精神，切实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上级决策部署上来，
立足“两个先行”，以“赶考者”的姿
态、“答卷人”的心态，勇担使命、勇
当先锋，在高水平建设现代海洋城

市中扛起普陀担当，加快建设现代
化新普陀。

全会强调，一代人有一代人的
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作
为新时代的奋斗者，我们必须以“两
个先行”为统领，树立改革创新意
识、争先进位意识、担当尽责意识，
激发创新动力、创优动力、创造动
力，聚焦“现代海洋产业新高地、现
代品质海岛大花园、现代社会治理

新样板”三大发展定位，加快高质量
发展建设现代化新普陀。要不遗余
力发展海洋经济，以开放合作为桥
梁，以创新驱动为引领，以重大项目
为支撑，以海洋产业为主导，加快新
旧动能转换，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不
断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打造
现代海洋产业新高地，建设实力硬
核的海洋强区。要充分认识、尊重
和顺应城市发展规律，聚焦共富基

本单元，推动城乡均衡发展，促进服
务优质共享，全面提升海岛宜居宜
业宜游水平，打造现代品质海岛大
花园，建设全域共美的滨海湾区。
要以数字化改革推动社会各领域体
系重构、制度重塑、能力提升，迭代
完善风险闭环管控大平安机制，健
全除险保安晾晒工作机制，在共同
富裕中实现精神富有，打造现代社
会治理新样板，建设和谐文明的首

善之区。
全会强调，推进“两个先行”，关

键在党，关键在干部。全区各级党
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扛起使命担
当、全力争先进位、层层抓好落实，
汇聚奋进“两个先行”新征程的强大
合力。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
领导，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推动基
层党建提质升级，健全问题管控机
制，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
展。要以建设变革型组织、提高领
导干部塑造变革能力为突破口，突
出实干实绩导向，推动干部队伍系
统重塑、能力跃升。要牢固树立“没
有走在前列也是一种风险”的意识，
提升精气神和战斗力，凝聚思想合
力、行动合力、发展合力，激发全社
会干事创业激情。要增强全面从严
治党永远在路上的政治自觉，纵深
推进清廉普陀建设，不断推进以党
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在普陀的
生动实践。

全会还总结并充分肯定了今年
以来的主要工作，部署了当前重点
工作：深入学习宣传贯彻省党代会
精神，知耻后勇打好项目建设翻身
仗，千方百计推动经济稳进提质，持
之以恒推进城市品质提升，全力以
赴推进海岛共同富裕，找准跑道推
动改革创新突破，坚定不移抓好平
安稳定。

区纪委委员，不是区委委员、
候补委员的区四套班子领导，其
他县处级领导；区政协秘书长，区
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区政协办公
室主任，区人大、区政协各专委室
主任；各镇、街道、功能区管委会、
区属单位、区委巡察组、区级民主
党派、党外知联会主要负责人参
加会议。

区委十四届二次全体（扩大）会议举行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奋力推进“两个先行”
在高水平建设现代海洋城市中扛起普陀担当

区委常委会主持会议 孙志龙讲话
听取和讨论孙志龙代表区委常委会作的报告，审议通过《中共舟山市普陀区委关于深入学习贯

彻省第十五次党代会精神在高水平建设现代海洋城市中扛起普陀担当的决议》

区委十四届二
次全体（扩大）会
议昨天召开，这次
会议对在高水平

建设现代海洋城市中扛起普陀
担当作出了部署。全区上下要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第
十五次党代会、市委八届二次
全体（扩大）会议和区委的决
策部署上来，踔厉奋发、锐意
进取，在推进“两个先行”的新
征程中扛起普陀担当、彰显普
陀作为。

刚刚闭幕的省第十五次党
代会吹响了浙江在高质量发展
中奋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现代化先
行的嘹亮号角。市委八届二次
全体（扩大）会议鲜明回应了省
委“八个高地”和“十个着力”的
工作要求，系统部署了在高水平
建设现代海洋城市中推进“两个
先行”的目标任务、重点举措。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好省党代
会和市委全会精神，结合自身特
色优势，紧紧围绕目标任务，细
化落实决策部署，努力形成具有
普陀辨识度的标志性成果。

要在推进“两个先行”新征
程中彰显普陀作为，关键在

“先”。先行，就是要走在前列、
争先进位、自我加压。新赶考路

上千帆竞发，普陀如何“先”？怎
么实现“先”？我们既要为蓝图
所振奋，又要时时深感压力，要
有“坐不住、等不起”的责任感与
使命感。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
蚂蚁岛等海岛垦荒先行，到改革
开放初期的海港开埠先行，普陀
人身上“勇立潮头”的“先行”意
识一脉相承。共同富裕和现代
化先行是我们奋力迈进的新境
界。在建设现代化新普陀的征
程之中，我们要激扬血脉中的

“先行”精神，立鸿鹄之志、建时
代新功。

要在推进“两个先行”新征
程中彰显普陀作为，重点在

“行”。有了紧迫感，就必须紧起
而行之。要答好“浙江要先行、
普陀怎么干”的时代考卷，就要
让省委、市委部署的每一项目标
任务在普陀都有落脚点和着力
点。要聚焦“现代海洋产业新高
地、现代品质海岛大花园、现代
社会治理新样板”发展定位，拿
出最优资源、集中优势力量，力
争推动各项工作实现新跨越、跑
出加速度、开创新局面。

鼓荡豪情扬征棹，且破巨浪
乘长风。全区上下要迅速行动
起来，敢为人先、锚定目标、扬帆
远行，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
大胜利召开！

在推进“两个先行”新征程中彰显普陀作为
□本报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