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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气象 晴到少云，偏南风2~3级，最低气温8℃，最高气温23℃。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
春天是谋划蓝图、确定目标的季
节，也是抖擞精神、狠抓落实的
季节。昨天，市委、市政府把推
进“两强三提升”行动动员大会
作为春节后召开的第一个全市性
会议。这个以强创新、强创优、
产业提升、品质提升、能力提升
为主题的大会，是余姚积极响应
习总书记“征途漫漫，惟有奋
斗”号召的生动体现，也是余姚
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宁波市委决
策部署的实际行动。

当前，余姚已经踏上了高水
平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
程。市委、市政府根据余姚的现

实条件和远景目标，提出了“两
强三提升”战略举措，并专题举
行动员大会，公布实施方案，明
晰了新一年的工作导向、发力重
点、抓手载体，绘出了我市今后
改革发展的“作战图”。这个动
员大会既是一次明确目标、明晰
路径的会议，也是一次精准把握
余姚发展方位、锚定余姚前进方
向的会议。目标任务已经明确，
方向路径已经明晰，狠抓落实是
关键。接下来，全市上下就要以
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作风狠抓
落实，以只争朝夕、时不我待的
精神狠抓落实，干字当头、苦干
实干，切实推动余姚高质量发

展。
要发挥优势抓落实，不断增

强发展信心，持续提升发展后
劲。信心比黄金还要珍贵。全市
上下在推进“两强三提升”行动
过程中，要精准把握余姚的发展
轨迹，正确看待余姚的发展优
势。近年来，余姚认真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锁
定争先进位的战略追求，加快赶
超跨越步伐，各项事业实现了长
足进步，不少方面领跑宁波、浙
江。特别是在刚刚过去的 2020
年，余姚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坚
决落实党中央和省市委决策部

署，紧扣忠实践行“八八战略”、奋力
打造“重要窗口”的主题主线，坚持整
体智治、唯实惟先，扎实做好“六稳”
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按照争
先创优和“六争攻坚”要求，周密部
署、果断行动、艰苦努力，精准高效推
动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一系列
指标位居宁波前列，特别是GDP增长
和规上工业、“246”产业增幅等主要指
标位于宁波第一，在极不平凡的
2020 年取得了极不平凡的成绩，在
应对大战大考中交出了一份高分答
卷。这份亮丽的成绩单，为余姚推
进“两强三提升”行动奠定了坚实
基础，提供了发展优势。

（下转第3版）

干字当头抓落实 奋勇争先开新局
本报评论员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强调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发挥改革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关键作用

>>>第3版

本报讯（记者 张伊梦 实
习生 张诗茗）市第十五届纪律
检查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昨天
举行。市委书记奚明在会上强
调，全市各级党组织和纪检监察
组织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
贯彻落实上级决策部署，围绕忠
实践行“八八战略”、奋力打造

“重要窗口”主题主线，把
“严”的主基调长期坚持下去，
以系统施治、标本兼治的理念正
风肃纪反腐，以自我革命精神推
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引
领保障“十四五”开好局起好
步，为争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
市提供坚强保障。市委副书记、
市长徐云主持会议。市领导诸晓
蓓、陈长锋、叶枝利、韩柏顺、
王娇俐、郑传统、蒋士勇、张晓
宇、汪志、黄琪、毛丕显等出席
会议。

奚明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
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
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过去一年
全面从严治党取得的新进展新成
效，深刻分析当前全面从严治党
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系统部署
强化政治监督、护航“十四五”
发展、深化正风肃纪反腐、完善
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点任务，
并对加强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
提出明确要求，为我们推进全面
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推动新时
代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
了重要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
学深悟透、知行合一，切实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上来，不折不扣贯彻
落实上级决策部署，坚定不移推
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奚明指出，刚刚过去的一
年，全市各级党组织和纪检监察
组织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践行“两
个维护”忠诚有加，保障大战大考
担当有为，正风肃纪反腐扎实有
效，落实“两个责任”精准有力，巩
固发展了山清水秀的政治生态。

奚明强调，全面从严治党的态度不能变、决心不能减、尺度不能松。要
狠抓政治建设，聚焦政治判断力强化思想认识，聚焦政治领悟力强化理论武
装，聚焦政治执行力强化政治监督，持续在践行“两个维护”上见实效、显担
当。要狠抓治腐效能，保持高压态势让惩治腐败无盲区，维护制度权威让制
度落实有刚性，深化廉政教育让拒腐防变成自觉，持续在一体推进“三不”上
见实效、显担当。要狠抓正风肃纪，坚决防止“四风”问题反弹回潮，严肃整
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积极保护敢于担当作为的好干部，持续在纠治

“四风”问题上见实效、显担当。要狠抓责任落实，在完善责任闭环、建设清
廉单元、提升监督实效上狠下功夫，持续在建设清廉余姚上见实效、显担当。

奚明强调，纪检监察机关作为党的政治机关、党的纪律部队，要从严
从实、刀刃向内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做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的
表率，努力打造一支纪检监察铁军。

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汪志作工作报告，强调要忠实践
行“两个维护”，坚定护航“十四五”规划开好局起好步；要一体推进“三不”
机制，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要坚决整治“四风”顽疾，着力营
造风清气正社会氛围；要做细做实基层监督，全力保障基层治理体系在有
效监督下行稳致远；要持续深化政治巡察，充分发挥管党治党利剑作用；
要更加突出改革引领，不断提升监督治理效能；要深入推进队伍建设，奋
力锻造新时代纪检监察铁军。

会议听取并评议了4个单位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的报
告；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余姚市第十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七次全
体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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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峻达）来自市
气象台的消息，我市今日正式入春。

在气象学意义上，通常把连续
5天日平均气温稳定超过10℃的第
一天视为春季的开始。市气象台预
测，2月20日起，我市连续五天
日平均气温将高于10℃，进入气
象意义上的春天。

据统计，我市往年入春时间为

3月10日左右，今年较为偏早。2
月以来，我市平均气温持续偏高，
日平均气温 9.8℃，较常年偏高
3.6℃，排名历史第三高。

随着春天的到来，气温回暖，
姚城的梅花、早樱等争相绽放。市
气象台预计有太阳陪伴的好天气将
一直持续到本月23日前后，市民
可趁此机会尽享早春烂漫的风光。

我市今日入春

本报讯（记者 倪劲松）全
市推进“两强三提升”行动动员
大会昨天上午召开。市委书记奚
明在会上强调，全市上下要积极
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征途漫漫，
惟有奋斗”号召，在忠实践行

“八八战略”、奋力打造“重要窗
口”中争当模范生、排头兵，坚
持“三个争先”，继续奋斗、勇
往直前，不断谱写高质量发展新
篇章，确保争创社会主义现代化
先行市迈好第一步、见到新气
象。市委副书记、市长徐云主持
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诸晓
蓓，市政协主席陈长锋出席会
议。市委副书记叶枝利通报表彰
2020年度高质量发展工作作出
突出贡献的先进集体和个人，通
报表扬在“幸福民生”“平安余
姚”、生态文明和美丽余姚建设
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集体和个
人。

奚明指出，开展推进强创
新、强创优、产业提升、品质提
升、能力提升“两强三提升”行
动，要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宁波
市委的决策部署，要进一步明晰
新一年的工作导向、发力重点、
抓手载体，以及对广大党员干部
的能力要求。希望全市每一个地
方、每一个部门、每一条战线，
都要永葆唯实惟先的激情锐气，
脚踏实地的优良作风，持续推动
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

奚明强调，要提高政治站
位，以“不用扬鞭自奋蹄”的高
度自觉奋斗新征程。组织开展

“两强三提升”行动，是实现争
先创优的迫切需求，是增强发展
动能的迫切需要，是全方位推动
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是更好
扛起使命的迫切需要，要在新征
程中树立更高标杆、扛起更大担
当。要坚持唯实惟先，以“勇攀

新高争一流”的更大追求奋斗新征
程。牢牢把握“唯实”“惟先”两
个关键词，重点谋深抓实强创新，
在激活发展引擎上有新气象；强创
优，在打造特色优势上有新气象；
狠抓产业提升，在做强实体经济上
有新气象；狠抓品质提升，在推动
协调发展上有新气象；狠抓能力提
升，在锤炼过硬本领上有新气象，
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要
弘扬担当精神，以“万众一心加油
干”的强劲合力奋斗新征程。推进

“两强三提升”，推动高质量发展实
现新突破，需要方方面面发力用
劲。要牢固树立“全市一盘棋”思
想，增强统筹力、提振精气神、树
立好导向、拧成一股绳、唱响正能
量，做到到位不缺位、补台不拆
台、分工不分家。

徐云在贯彻落实会议精神时指
出，各地各部门要开足马力干，以
只争朝夕的劲头抓落实，全面动起

来、干起来、忙碌起来，对标任务
书、排定时间表、落定作战图，一
着不让抓好各项任务推进。要扑下
身子干，以求真务实的作风抓落
实，摸基层实情、做项目实功、干
民生实事，一步一个脚印，确保各
项工作早见成效。要披荆斩棘干，
以革故鼎新的精神抓落实，做到更
大决心抓创新创优、更大力气抓克
难攻坚、更大主动抓试点示范，全
力抓出成效、争出实绩。要群策群
力干，以握指成拳的合力抓落实，
种好本职工作“责任田”、练好分
工协作“钢琴手”、用好督查考核

“指挥棒”，奋力推进“两强三提
升”行动，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
100周年。

会议以视频会的形式召开。会
上，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余姚经
济开发区、泗门镇、市经济和信息
化局、凤山街道和市委组织部先后
作了表态发言。

奚明在全市推进“两强三提升”行动动员大会上强调

继续奋斗 勇往直前
不断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徐云主持 诸晓蓓陈长锋叶枝利出席

本报讯（记者 曹婷婷）昨天
下午，市委书记奚明专题听取全市
招商引资工作推进情况汇报，他强
调，要继续抓好招商引资“一号工
程”，认识再提高、重点再聚焦、
服务再强化，实现招商引资“开门
红”。副市长薛晓伟、中意宁波生
态园管委会副主任潘帅轶参加。

在认真听取招商引资工作情况
汇报后，奚明指出，我市始终把招
商引资工作作为“一号工程”来
抓，今年的招商引资工作开局总体

良好，项目含金量相对比较高，但大
项目、外资项目有所欠缺，项目储备
还是不足。接下去，各地各部门要
抓好项目落地建设和有效投资。

奚明强调，认识再提高，强势推
动招商引资“一号工程”建设。“一号
工程”一定要“一把手”抓，真正做到
思想重视、工作主动。同时，发挥

“蚂蟥精神”，紧盯不放，推动招商引
资出成效。重点再聚焦，全力打好
招商引资组合拳。瞄准重点产业、
重点企业、重点区域，完善招商地

图；借势借力，完善提升招商网
络；加快项目和人才落地，做到项
目线索抓签约，签约项目抓落地，
落地项目抓投产。服务再强化，用
心营造招商好生态。加强要素保
障，优化审批服务，营造一流环
境，确保“一个项目、一个领导、
一个方案”专班运作，形成合力做

好服务，实现招商引资“开门红”。
会上，市招商中心汇报了今年

招商引资工作整体情况，中意宁波
生态园管委会综合服务局、经济开
发区、朗霞街道、梁弄镇、泗门镇
及驻外招商办分别汇报了2021年
招商引资重点在谈项目情况和重点
签约项目推进情况。

奚明在专题听取全市招商引资工作推进情况汇报时强调

提高认识聚焦重点强化服务 实现招商引资“开门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