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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预报
今天阴有阵雨

或雷雨，偏东风转偏
北风 3 到 4 级，今天
最高温度25℃，明晨
最低温度20℃。

新华社北京4月21日电 2019
年4月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斯
里兰卡发生系列爆炸事件向斯里兰
卡总统西里塞纳致慰问电。

习近平表示，惊悉贵国首都科
伦坡等地发生系列爆炸事件，造成
重大人员伤亡。我谨代表中国政府
和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对

遇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向伤员和
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的慰问。

习近平指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
民坚定同斯里兰卡人民站在一起，坚
决支持斯方维护国家安全和稳定。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就
此向斯里兰卡总理维克拉马辛哈致
慰问电。

李克强向斯里兰卡总理致慰问电

就斯里兰卡发生系列爆炸事件——

习近平向斯里兰卡
总统致慰问电

新华社北京 4 月 22 日电 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
央财经委员会主任习近平 4 月 22 日上
午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四次会
议，研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补短板问题
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落实情况。习
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进展，要正确认
识面临的短板问题，聚焦短板弱项，实施
精准攻坚。要勇于破题、善于解题，抓好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李克强，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财
经委员会委员王沪宁，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央财经委员会委
员韩正出席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参加会议。

会议听取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
统计局、生态环境部、国务院扶贫办、中
央农办和农业农村部关于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补短板问题的汇报，听取了国家发
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中
国人民银行等部门关于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精神落实情况的汇报。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
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
攻坚克难，砥砺前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取得历史性成就。自改革开放之初党中
央提出小康社会的战略构想以来，经过几

代人接续奋斗，总体而言，我国已经基本
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目前，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也有一些短板，必须加快补
上。工作中，要把握好整体目标和个体目
标的关系，把握好绝对标准和相对标准的
关系，把握好定量分析和定性判断的关
系。要在科学评估进展状况的基础上，对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存在的突出短板和必
须完成的硬任务进行认真梳理，主要是老
弱病残贫困人口、深度贫困地区等方面短
板明显，要切实加大工作力度。

会议强调，现在距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收官还有不到两年时间，要集中优势
兵力打歼灭战。要全面完成脱贫攻坚任
务，把扶贫工作重心向深度贫困地区聚

焦，在普遍实现“两不愁”的基础上，重点
攻克“三保障”面临的最后堡垒。要解决
好重点地区环境污染突出问题，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实现到2020年的阶段性
目标。要加快民生领域工作推进，加大
对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和饮水安
全、育幼养老等方面投入，解决好部分群
众急迫的现实问题。要健全社保兜底机
制，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现应保尽
保，确保兜住基本生活底线。各级党委
和政府要认真履行主体责任，各级领导
干部要咬定目标、真抓实干，团结带领广
大人民群众不懈奋斗。各地发展水平有
差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阶段的工
作也应各有侧重。 （下转A3版）

李克强汪洋王沪宁韩正参加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强调——

聚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弱项实施精准攻坚
勇于破题善于解题落实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本报讯 昨天上午，省委、省政府召
开全省 2018 年度高质量发展总结表彰
大会。省委书记娄勤俭强调，要紧扣高
质量发展走在前列的目标定位，以科学
完善的综合考核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再
上新台阶，以优异成绩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省长吴政隆主持会议。

市委书记汪泉在主会场参加会议。
丁纯、俞志平、蔡骏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在
常州分会场收听收看。

娄勤俭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全省高
质量发展取得的丰硕成果。他指出，综
合考核是进入新时代后，适应江苏发展
特点，着眼于解决干部积极性问题，与时
俱进作出的一项贯穿全局的关键性、基
础性工作。实施综合考核，要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紧扣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的目标定
位，体现时代性、彰显引领性、突出经常
性、注重实效性，充分激发自觉、广泛凝
聚力量、展现使命担当。要持续优化完
善综合考核体系，在内容设置上更加突
出发展的质量要求，在方式方法上注重
把握规律，在结果运用上更充分地调动
积极性，更好引领推动高质量发展。

娄勤俭强调，要以党建高质量来保

障和推动发展高质量。各级党委要从树
牢“四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
切实强化“抓好党建就是最大政绩”的认
识，增强党建“主业”意识，不断改进党建
考核工作，确保考出全面从严治党的好
成效。

吴政隆在主持时指出，要认真学习
贯彻会议精神，切实发挥综合考核的“指
挥棒”“风向标”“推进器”作用，真正以新

思想新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各级各部
门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推
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
险、保稳定，牢牢守住安全发展红线底
线，确保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
稳定。

会议通报了我省 2018 年度综合考
核结果，表彰了考核优秀的单位和地
区。 （马浩剑）

我市收听收看全省2018年度高质量发展总结表彰大会

以综合考核引领推动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记者昨天获悉，市建设
文明城市指挥部办公室和市城市道路
交通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制定了《2019
年常州市“三治理一疏导”文明交通攻
坚行动实施方案》，努力实现全市“示
范道路”机动车守法率≥98%，非机动
车和行人守法率≥90%，机动车礼让
斑马线率≥90%，“示范道路”双向违

法停放机动车数≤4 辆/公里，市民交
通法规和安全常识普及率≥80%。

此次攻坚行动以“携手文明·龙城
畅行”为主题，围绕“非机动车行人闯
红灯、机动车乱停放、机动车斑马线不
礼让行人和城市交通堵点乱点”等四
大重点，开展集中整治、志愿劝导、文
明引导和交通疏导。

记者了解到，市公安部门将对斑
马线前“不礼让行人”和机动车违法
停车开展集中治理，采取建立“不礼
让行人”集中查处行动周、每周严管
日集中整治模式，在“不礼让行人”多
发斑马线前增设一批违法抓拍设备，
同步曝光一批“不礼让行人”典型案
例， （下转A3版）

我市开展文明交通攻坚行动

三治理 一疏导

编者按 中共中央日前印发修
订后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
作条例》，为做好新时期干部选拔任
用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为进一步
做好《条例》的学习宣传、贯彻执行，
现开设专栏，报道辖市区委组织部
负责同志的认识体会，进一步推进
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制度化、规范化、
科学化，不断提高选人用人的质量
和水平。

新修订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
任用工作条例》从制度层面解决新
时代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出现的一
些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我们要以
新《条例》为遵循，以与时俱进的姿
态，推动选人用人工作主动适应形
势、积极革故鼎新。

强党委统领之“势”，谋选人用
人之大格局。这次《条例》的修订，
进一步突出党的领导这一根本，党
的领导坚强有力，新时期的好干部
才能充分涌现。“为政之要，莫先于
用人”，选什么人关系一个地方发展
根基。事业发展需要什么人，地方
党委、组织部门最清楚。要有“高者
在腹”的格局，站在博弈者的角度，
纵观全局，谋篇布局，既要选准重要
部门、重大项目、重要任务的“领头
雁”，也要钉好每一个岗位的“螺丝
钉”。 （下转A3版）

溧阳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刘佩

以新《条例》为遵循
选用新时代好干部

本报讯 常州二院将与日本最顶尖
的专家团队合作，自本月29日起设立消
化内镜国际专家特需门诊，邀请日本最
著名的内镜专家来医院坐诊，门诊每月
一次，实行预约制。

即将入驻常州二院的是齐藤丰教
授团队和八木一芳教授团队。齐藤丰
教授团队来自日本国立癌症中心，该
中心是世界顶尖肿瘤研究机构之一，
在国际消化医学领域享有盛誉，尤其
在胃肠道早癌的内镜诊治上取得卓越
成就。八木一芳教授团队来自新潟大
学，也是消化道早癌诊治方面的国际
顶级专家，尤其擅长发现早期胃癌及
癌前病变。

据统计，我国食道癌和胃癌肠癌是
发病率排在前 5 位的恶性肿瘤，我市也
属于食道癌胃癌肠癌高发地区。常州二
院胃肠病中心及消化科长期致力于食道
癌胃癌肠癌早期诊断治疗，常规开展放
大及染色内镜技术、内镜下粘膜剥离技
术、超声内镜诊断技术、内镜腹腔镜联合
治疗等。

预约咨询电话分别是：常州二院阳
湖院区 81087705，城中院区消化科门
诊88104068。 （孙镇江 李青）

本月29日起，每月
一次，实行预约制——

二院开设消化内镜
国际专家特需门诊

“Go jiangsu”海外社交媒体粉丝
采风团今年首站活动本月20日、21日
在金坛举办。

活动由省政府新闻办等主办，市

委宣传部和金坛区委宣传部承办。俄
罗斯、加拿大、丹麦等8个国家的10位
外籍粉丝全程参与活动。

外籍粉丝们体验采茶，观摩手工

炒茶，并品尝金坛绿茶与咖啡的不同
滋味。随后，还游览茅山宝盛园，了解
中国古籍印刷工艺，感受世界非遗金
坛刻纸的独特魅力。赵鹤茂图文报道

距博览会
开幕还有 5858 天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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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天下午，市委书记
汪泉主持召开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
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
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和省
委专题会议精神，交流学习体会、分
析风险隐患、研究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举措。市委副书记、市长丁纯，市政
协主席俞志平参加学习。

在学习会上，大家一致认为，习
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站在全局
和时代高度，科学分析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期我国面临的安全形势，阐
明了需要着力防范化解的重大风
险，为我们切实做好防范化解重大
风险各项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
供了重要遵循。省委书记娄勤俭在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和省
委专题会议上，对防范化解重大风
险工作进行了深入分析和具体部
署，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
大家表示，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
治担当，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为
重大政治任务抓紧抓实，以实际行
动和实际成效体现“四个意识”、践
行“两个维护”，坚决打赢防范化解
重大风险攻坚战。

各位市委常委结合工作实际交
流了学习体会。大家认为，常州正
处于发展的加速期和关键期，各种
潜在性、继发性、突发性风险隐患不
能低估，当前要重点防范化解意识
形态、安全生产、生态环保、政府债

务、社会稳定、廉政建设等领域风
险，针对重点领域风险的具体表现
和形成原因，采取有效防范化解风
险的举措和对策。

汪泉强调，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是党中央高瞻远瞩作出的重大战略
部署，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分析排
查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进一步明确
问题清单、责任清单，完善责任链条
和工作回路，扎实抓好分解落实。
要强化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
建立健全责任机制，完善舆情应对
工作机制；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对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严格落实安全生产的属地管
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
责任；要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做到加强环境保护、保障生态安全
与促进经济发展相统一；要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深入开展社会
矛盾排查化解，切实维护群众合法
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要持续加
大对“四风”问题的查处力度，深入
开展反腐败斗争，强化身边案例警
示教育。各地区各部门和全体党员
领导干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党中央和省委要求上来，进一
步增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
觉，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
祛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断增强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责任感和敏锐
性，紧密联系常州发展面临的新情
况新问题新挑战，切实做好防范化
解重大风险各项工作。 （马浩剑）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

交流学习体会 分析研究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形势
和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