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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国力） 6月2日
下午，市委书记周志红主持召开市委
理论中心组（扩大）学习会议，传达贯
彻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全国政
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精神，特别是习近
平总书记参加湖北代表团审议时的重
要讲话精神。周志红强调，要把习近
平总书记的殷切期望、信任重托转化
为责任担当，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
紧迫感和责任感，奋力谱写仙桃高质
量发展新篇章。

市委副书记、市长余珂传达了全
国两会精神。

周志红指出，今年全国两会在我
国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
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战决胜
阶段的重要时刻召开。习近平总书记

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参加湖
北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为我们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
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市广大干部群
众要深入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特
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湖北代表团审
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全国
两会的特殊意义，深刻领会习近平总
书记的殷切关怀，切实以学习新成效
开创工作新局面。

周志红强调，对全国两会精神最
有力的贯彻、最直接的落实，就是扎实
做好各项工作。要以全国两会精神为
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
抓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
特别是要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外防
输入、内防反弹，全力以赴做好复学复

课、复商复市工作，不断巩固疫情防控
成果；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重点聚焦
巡视考核反馈，狠抓问题整改，坚决防
止因疫致贫、因疫返贫，确保真脱贫、
脱真贫；抢抓一揽子政策红利，一项一
项研究，一条一条跟进，力争更多项目
挤进中央和省计划“笼子”，把政策优
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坚持统筹谋划，高
标准抓好文明城市创建、“擦亮小城
镇”和美丽乡村建设工作，加快推进非
织造布特色小镇和高新区建设；持续
优化营商环境，以更大力度帮助企业
解决复工达产中的实际困难，加快产
业循环、市场循环、经济社会循环；出
重拳深化作风建设，坚决反对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
态，强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

展。
周志红强调，要同心协力做好人

大、政协工作。市人大及其常委会要
按照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决议要
求，围绕中心大局，认真履职尽责，努
力将市委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
全市人民的共同意志。市政协要聚焦
疫后重振、脱贫攻坚、城市治理等全局
性问题，踊跃建言献策，广泛凝聚共
识，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

会议认真学习了《中国共产党农
村工作条例》，并研究了贯彻落实意
见。周志红强调，要深刻领会《条例》
的重大意义，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全
面领导，加快推进农村工作改革，加强
农村人才队伍建设，全面开创农村工
作新局面。

本报讯 （记者 李辉） 6 月 2 日，
市委书记周志红在专题听取仙桃高新
区启动区建设规划方案时强调，要立足
长远，统筹谋划，以更高定位、更高标准
编制仙桃高新区启动区建设规划方案，
打造仙桃高质量发展新引擎。市长余
珂出席会议并讲话。

专题会上，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
研究院汇报了仙桃高新区启动区建设
规划方案，市直相关部门负责人提出了
建议和意见。

周志红指出，要强化规划的引领
性，以超前理念谋划城市发展，用更高
定位、更高标准编制仙桃高新区规划方
案。强化规划的引导性，突出水、林、
田、草融为一体的自然特色，彰显水乡
田园城市特色。强化规划的功能性，优
化城区空间布局，打造以产业发展为主
的仙桃新城。强化规划的前瞻性，立足
实际，放眼未来，凸显绿色、生态、创新，
全力对接大武汉，发展新业态，将仙桃
高新区打造成高质量发展新高地、投资
新洼地。

周志红要求，要统筹布局、周全考
虑，强化规划的实用性、协调性。要注
重水系融入，综合考虑沟渠、河湖分布，
确保不影响分洪道防洪功能，做好园区
雨污分流、管网建设、污水处理等，将生
态环保理念贯穿高新区建设的各个环
节。要注重产业布局，着眼未来，拒绝
低端产业，留足发展空间，立足当前产
业分布，合理规划五大产业布局。要注
重交通路网建设，完善主干道、对外通
道，畅通与高铁小镇、非织造布特色小
镇等的道路对接。要在“新基建”上抢
机遇、谋项目、寻突破，以“新基建”撬动
新规划、新势能，打造经济高质量发展
新引擎。

“纸上看的、图上画的，和现场查勘
的绝对不一样。”周志红强调，市直相关
部门要主动对接园区，深入一线查勘，
做细做实规划设计。主要领导要亲自
抓，分管领导具体抓，深入一线摸实情、
解难题。要明确各园区平台具体主抓人，部门之间团结协作、精诚合
作，同时分工明确、各负其责，提出合理建议和意见，确保规划方案精
准、符合仙桃发展实际。

市领导严启方、余文华、胡光怀、唐雷等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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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决战决胜之势
全力冲刺夺牌

本报评论员

行百里者半九十。越到最后越要绷紧弦，越是冲刺越要乘势而
上。

今年是第六届全国文明城市三年创建周期的考核总评之年，也
是我市文明城市创建的大考决胜之年。9月份，中央测评组将对我
市文明创建工作进行暗访测评。在全市上下认真学习贯彻全国两会
精神的关键时刻，市委、市政府提出，“决战一百天，誓夺文明城”，动
员全市上下发起百日攻坚，集中人力、物力、精力，抓整改，补短板，攻
难题，分秒必争，全力冲刺摘取全国文明城市这项“至高荣誉”。

目标决定方向。多年来，我们围绕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目标，迎难
而上，持续用力，一届接着一届干，一锤接着一锤敲。当前，我们比历
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这个目标，务必以决战
决胜之势全力夺牌。

以决战决胜之势全力冲刺，必须为荣誉而战。全国文明城市作
为反映城市整体文明水平的综合性荣誉称号，一直被视为含金量最
高、难度最大、关注最多、竞争最激烈的城市创建品牌和最具价值的
城市名片。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对仙桃而言，是“十年磨一剑”。眼
下，仙桃城市基础设施和城乡环境有了新改观，城市治理能力和治理
水平有了新提升，城市品位和市民素质有了新提高。我们早就憋着
一肚子不服输的劲，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定会咬紧牙关，克难攻坚，
全力打赢这场荣誉之战。

以决战决胜之势全力冲刺，必须为发展而战。今年是一个特殊
重要的年份，新冠疫情突如其来，正值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
的关键时刻。困难或许前所未有，但承诺百折不回。越是关键时刻，
发展越不能松劲。全国文明城市是衡量一个城市现代治理能力和综
合实力的重要标尺，整个创建过程本身就是优化城市发展环境的过
程，也是推进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通过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仙桃的服务环境、投资环境、社会环境、法治
环境将进一步优化，城市名片将更响，竞争优势将更大，发展动力将
更足。

以决战决胜之势全力冲刺，必须为民生而战。利民之事，丝发必
兴。多年来，我们始终坚持创建为民、创建靠民、创建惠民，各项创建
工作都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响应和积极参与，创建工作已经深入
人心、深得民心，广大群众对城市品质和文明风尚有了更加美好的期
盼。坚持人民至上，把群众关切的事情努力办好，关键看落实。把创
城工作这一实打实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抓紧抓实抓好，让仙桃能够
由内而外、从整体到细节都能美起来、靓起来，让大家生活得安全、舒
适、幸福，正是对“人民至上”的最好诠释。

力量空前汇聚，使命愈加明晰。把誓言变成行动，把压力变成动
力，必将能把目标变成现实，在创城大考中为全市人民交一份满意的
答卷。

本报讯 （记者 胡纯波） 6 月 1
日，市长余珂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专题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
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上来，统一到党中央、省委、
市委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六稳”工
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奋力夺取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双胜利”。

市政府党组成员严启方、余文华、
李少云、唐雷、石伟、颜志超、徐新程、

胡军波、许国闯出席会议，副市长曾伟
昕列席会议。

余珂强调，要对标对表，把学在深
处与干在实处一并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在参加
湖北代表团审议时提出的“三个没有
改变”的重大判断，为做好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期各项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把学习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作
为重要的政治任务，深入学习领会、深

刻理解把握，扎实做好结合转化文章。
余珂强调，要危中寻机，把以保促

稳与稳中求进一体推进。在常态化疫
情防控前提下，抢抓政策机遇期，稳住
经济基本盘，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
面落实“六保”任务。聚焦脱贫攻坚、
全年目标任务、优化营商环境、兜住民
生底线等，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
开新局，坚决打好疫后重振的民生保
卫战、经济发展战。

余珂强调，要真抓实干，把责任意

识与执行意识一同强化。要自觉讲政
治，时刻关注党中央、省委省政府和市
委在关注什么、强调什么，切实增强政
治自觉、思想自觉。要自觉抓落实，认
清发展的基础条件和潜在优势，用“马
上办、抓落实”的行动自觉推动各项工
作落实落地。要自觉严作风，以作风
建设三年提升行动为契机，进一步提
高效率、强化执行，带动全市政府系统
高效运转，推动党的建设全面进步、全
面加强。

市政府党组专题会议强调

学在深处干在实处 全面完成目标任务

仙桃高新区杂坝
棚改项目一期工程总
投资 1.5 亿元，包括 5
栋住宅、1 栋社区配
套用房。项目复工复
产以来，已完成试桩
检测以及工程桩施工
9700 多米，施工进场
道路、办公生活区临
建设施搭建。图为项
目建设现场。

摄影 记者 刘贤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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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咔嚓！”5月29日，贫困户许友珍
和孙女坐在自家院子中间，对着镜头
微笑着。面对驻村队员的镜头，三个
孙女笑靥如花，许友珍却有点羞涩，手
不知道往哪儿放。当听到照片拍完，
孙女们挤在一块儿，仔细打量着照片
里的彼此。给她们一家拍照的正是市
环卫局、市残联、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精
准扶贫驻村工作队员。

许友珍是剅河镇汪场村人，丈夫
以前在村里养鸭子，衣食无忧。1997
年，一场大病，丈夫去世了，鸭子也没
了，生活也跟着倒了。小女儿患有佝
偻病和智力障碍，小儿子因要在外谋
生计，留下了三个孙女，“四千金”的重
担，压得许友珍喘不过气来。坐在田

埂上，64岁的许友珍哭了。
脱贫攻坚战打响后，经过村群众

代表公开评议，许友珍被纳入建档立
卡贫困户。女儿看病有了保障，三个
孙女上学有了教育资助，但许友珍总
想多做点事儿，“我有手有脚，当贫困
户脸上无光，一定要尽快摘掉贫困帽
子。”

“许阿姨，村里正积极开发公益性
工作岗位、安置有就业意愿的贫困户
实现就近就业。我们准备推荐您到村
光伏电站做保洁员，不知道您是否愿
意？”

帮扶责任人余斌没想到，许友
珍一口答应这事儿的同时，还有了
新的生活规划：配合村干部将 1.55

土地流转给桃园，请求农闲时节主
动到桃园打零工；一边打理 10 亩水
稻田，一边将家门前的几分田改种
玉米，年底一算账，账上又多了万余
元收入。

但有一件事儿，许友珍耿耿于
怀。“以前都是泥巴路，穿胶鞋踹不动，
背个水稻袋走不出来。”许友珍说，路
不行，做啥事都费力。

脱贫攻坚，让汪场村有了加大基
础设施投入的契机。

经过帮扶，村里疏挖了沟渠，修建
了新卫生室、残疾人康复中心，完成了
三组、四组、六组4312米碎石路铺设工
程以及一组、二组、三组524米道路的
硬化工程，在二、三、四组铺设了一条

长为950米的农业生产路。下阶段，扶
贫工作队计划继续争取帮扶资金，帮
助村里安装80多盏路灯，解决村民夜
晚出行不便的问题；完善村康复中心
配套设施，让残疾人不出家门就能享
受到康复服务；开展村庄美化工程，继
续栽种树木花草，更换垃圾桶，营造干
净清洁的人居环境。

看着村里项目一个个破土动工，
许友珍知道“形势变了，动真格了”，她
开始琢磨平整土地、开厢施基肥，播下
豌豆种，多渠道增收。

“四千金”的新生活
记者 蔡玲 实习生 郭宝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文明城市人民建文明城市人民建

建好城市为人民建好城市为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