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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宁1月7日讯(记者
张慧) 1月6日上午，济宁

高新区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会
议深入贯彻中央和省委、市委
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总结2019
年工作，部署2020年任务，动
员全区上下在对标一流中跨
越赶超、在担当使命中苦干实
干，当好排头兵、树好风向标、
提振精气神，坚定不移走好高
质量发展的高新之路，开创格
局新、体制新、面貌新、风气新
的“三次创业”新局面。

会上传达了中央和省委、
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通报
了2019年全区经济社会发展
情况，宣读了《济宁高新区
2020年“双百工程”包保责任
制意见》。区党工委书记刘章
箭出席会议并讲话。

刘章箭指出，要珍惜发展
成果，在爬坡过坎、攻坚克难
的新起点上提振信心。刚刚过
去的一年，是高新区克难攻
坚、砥砺奋进的一年，是加快
高质量发展、三次创业迈出坚
实步伐的一年。这一年，全区
上下勇当奋斗者，高质量发展
稳健有力；勇当先行者，动能
转换起势见效；勇当领航者，
创新引领勇立潮头；勇当探索
者，改革活力竞相迸发；勇当
服务者，营商环境向优向好；
勇当建设者，品质新城魅力初
显；勇当躬行者，民生答卷晒
出幸福。一年来，我们用汗水

浇灌了收获、以实干笃定了前
行，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更实、
全面小康的成色更足，彰显了
不同凡响的高新风采、高新力
量。

刘章箭强调，要紧跟时代
步伐，在顺应大势、改革开放
的新征程中把牢方向。要深入
研判、主动抢抓国家和省市释
放的政策机遇，要倍加珍惜、
用好用足高新区自身蕴藏的
禀赋机遇，辩证发现、积极转
化变局之中的倒逼机遇。充分
把握好高新区当前拥有的顶
层支持的先发优势、多年发展
的厚积优势、城市推进的区位
优势、对上争取的比较优势这
四个独有“优势”，把更多利
好、更多机遇、更多优势转化
为高质量发展的源源动力。

刘章箭指出，今年是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十三五”
规划目标和新旧动能转换初
见成效的决战决胜之年。做好
今年经济工作，要认真贯彻中
央、省委、市委经济工作会议
精神，坚持贯彻新发展理念，
坚持深化市场化改革、扩大高
水平开放，深入推进“项目落
实年”、“重点工作攻坚年”活
动，着力构建“1+235”工作体
系，即以党建为统领，坚持“当
标兵、作示范、争一流”一个主
基调，担当推进全市新旧动能
转换增长极、全面深化改革先
行区”两大核心任务，强化“济

宁创新谷、产业集聚区、蓼河
新城”三大核心支撑，打好“重
大创新载体建设、重大产业项
目建设、重大基础设施建设、
重大民生项目建设、重大风险
防范化解”五场硬仗，统筹推
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
民生、防风险工作，扎实做好

“六稳”，全力争当新时代高质
量发展的领头羊、排头兵。

刘章箭强调，要抓实重
大任务，在转型发展、拓展优
势的新布局中精准破题。要
一步一个脚印走好“高质量
发展的八条路”。走好“有效
投资”之路，在坚持稳中求进
上实现新突破。走好“产业升
级”之路，在新旧动能转换上
实现新突破。走好“创新驱
动”之路，在打造济宁创新谷
上实现新突破。走好“产城融
合”之路，在建设生态科技新
城上实现新突破。走好“深化
改革”之路，在激发活力动力
上实现新突破。走好“对外开
放”之路，在集聚全球资源上
实现新突破。走好“党建双
基”之路，在创新基层治理上
实现新突破。走好“共建共
享”之路，在提升民生幸福上
实现新突破。

刘章箭要求，要汇聚磅礴
动力，在落实执行、冲锋攻坚
的新风气中展现担当。要树牢

“担当负责、干事创业、务实重
干”的高新精神，只争朝夕、不

负韶华，头拱地、向前冲，干实
事、干成事，营造“思进不止、
实干不息”的干事创业氛围，
为新时代新命题书写高新答
卷。要致力于打造高新区“法
治高新、诚信高新、效能高新、
廉洁高新”的全新形象，创造
性的把党全面领导制度优势
转化为治理效能。要用好精准
督查、绩效考核、监督问责三
把利器，激发全区上下想干、
敢干、实干、积极干的强大高
新动力。

刘章箭强调，新时代、新
使命、新担当，惟不忘初心者
进，惟从容自信者胜，惟改革
创新者强，全区上下要更加紧
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周围，时刻铭记职
责所在、使命所系，勇做披荆
斩棘的开路者、立说立行的行
动者、舍我其谁的改革者，汇
聚起奋勇前进的磅礴力量，谱
写“三次创业”的新篇章。

会上，集中签订了2020年
双百工程重点项目包保责任
状。

区党工委副书记鹿洪超
主持会议。区党工委、管委会
领导班子成员，调研员、副调
研员；区直各部门单位、各驻
区单位、各街道、各园区、高
新控股集团、创新谷集团、招
商公司班子成员；总经济师；
重点企业主要负责人参加会
议。

济济宁宁高高新新区区经经济济工工作作会会议议召召开开
在担当使命中苦干实干，坚定不移走好高质量发展的高新之路

在高新区经济工作会议结
束后，各部门纷纷表示要积极
抢抓开局，振奋精神创新发展，
为全区“三次创业”贡献更大的
力量。

“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将
加快项目建设，争取早建设、
早投产，在全区新材料行业做
好表率。”山东瑞城宇航碳材
料有限公司董事长王象东说。
展望2020年，小松 (山东 )工程
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姜
广臣信心满满。“在听取了高
新区的工作报告后，我们对
2 0 1 9年的工作成绩感到很自
豪，同时对2020年的工作目标
完成充满信心。小松系进出口
贸易2 0 1 9年完成了2 0亿人民
币，预计2020年小松系将加强
出口订单，海外销售完成10%
的增长。”

“下一步工作，我们将按照
各级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特
别是会上提出的八条重点工作
路径，早抓、抓好，立即启动各
项工作，确保实现一季度的经
济‘开门红’，为全年经济工作
奠定坚实的基础。”济宁高新区
经济发展局副局长王进说。

本报记者 张慧

提振信心

公司、部门干劲满满

葛相关链接

本报济宁1月7日讯
(记者 邓超 通讯员
陈海燕) 近日，济宁高
新区城市管理局市容处
联合济宁高新区工会开
展了为环卫工人送温暖
活动。工作人员为200余
位环卫工人送去了八宝
粥和手套，感谢他们为
洁净的街道付出的辛勤
劳动。

活动在新世纪广场
和琵琶山路分别进行，
工作人员分工明确，各
司其职，分头为环卫工
人送去八宝粥和手套，
确保每一位环卫工人收
到礼物，现场秩序井然。
工作人员把一碗碗热乎
乎的腊八粥、一副副手
套递给环卫工，询问他
们的生活状况，捎去一
份关怀。“这么冷的天
气，看到环卫工人们在
严寒下辛苦地工作，我
们真的非常感动。这次
希望尽我们的微薄之

力 ，能 够 带 给 他 们 温
暖。”现场一位工作人员
表示。

“从早上一直忙到
现在，还没顾上吃早饭，
能喝上一碗热乎乎的八
宝粥，暖身更暖心，非常
感谢组织这次活动的工
作人员。”环卫工人谭万
友激动地说，环卫工人
每天起早贪黑确实很辛
苦，但是能为市容市貌
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很
值得，还有这么多人牵
挂着我们，觉得很暖心。

“通过此次活动，
使环卫工人进一步感
受到了社会对他们的
关爱。”活动结束时，高
新区城市管理局市容
处相关负责人介绍，今
后将继续开展关爱环
卫工人的暖心活动，在
全社会营造重视环卫
工作、尊重环卫工人、
支持环卫事业的良好
氛围。

高新区城市管理局开展为环卫工人送温暖活动

一一碗碗八八宝宝粥粥
温温暖暖环环卫卫工工的的心心

冒雪
执勤

7日上午，济宁高新区纷纷扬扬飘起雪花，为确保辖区内道路交通安全通畅，高新区
多部门认真做好雨雪冰冻天气防范应对工作，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纷纷冒雪上路巡查，
确保道路畅通有序。图为执勤交警正在路口冒雪疏导交通。

本报记者 邓超 王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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