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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红色引擎工程”推进会召开

大胆探索有武汉特色的
城市基层党建新路子
本报讯（记者 郑汝可）6 日，市委召开专题推进会，
对实施“红色引擎工程”进行再动员、再部署。省委副书
记、市委书记陈一新出席会议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总
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指导， 认真贯彻
落实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把推进实施“红色引擎工
程”作为夯实党的执政基础、推进城市基层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大胆探索创新，走出一条
符合武汉实际、具有武汉特色的基层党建新路子。
目前，我市“红色引擎工程”通过各区试点推进，取
得了阶段性明显成果，创造了许多基层党建的新经验。
陈一新要求，全市各级党委（党组）要再鼓干劲、再加力
度、再下措施，确保各项重点任务精准落地见效，不断
提升城市基层党建工作水平， 在全市基层让党的旗帜
“飘起来”、党的声音“响起来”、党的色彩“亮起来”。
深入实施“红色引擎工程”，陈一新要求，要着力强
化街道社区党组织在基层的领导核心地位，推广“武昌
经验”，增强街道党工委统筹引领功能、强化社区党组
织服务引领能力、创新区域化党建引领机制，发挥“红
色引领”作用。 要着力打造党在城市基层的骨干队伍，
培育“红色头雁”，把带头人队伍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激
活“红色细胞”，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掀起“红

色旋风”，通过深入推进基层作风巡查，保持党的肌体
健康。
陈一新强调，要着力推动物业服务融入基层治理，
打造“红色物业”，坚持党建引领、融入治理，公益属性、
市场运作，积极稳妥、小步快走，既发挥物业服务功能，
又发挥政治引领功能， 真正让物业成为党的工作者队
伍。 要着力提升城市基层党建保障力，以“红色阵地”强
基惠民，用好用实党员群众服务中心；以“红色文化”凝
聚人心，打造基层“精神家园”；发挥“红色基金”激励关
怀作用 。
推动各项任务落地生根、开花结果，陈一新要求，
各级党委（党组）书记要示范带头抓、深入一线抓、传导
压力抓，及时了解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要坚持理念创
新、实践创新、方法创新，尊重基层首创精神，推动基层
党建传统优势与信息技术高度融合。 要建立基层党建
巡查工作机制，聚焦重点难点，推动任务落实。 要把“红
色引擎工程” 推进情况作为评价各级领导班子和党委
（党组）实绩的重要标准，树立正确的工作导向。
市委常委、 组织部长杨汉军主持会议， 市领导蔡
杰、胡亚波、程用文等与会。 江岸、硚口、武昌、青山、黄
陂区主要负责同志会上作交流发言。

7月 5日，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陈一新来到江岸区新村街道黄埔人家小区，与一群
从事“红色物业”工作的大学毕业生拉起家常
记者周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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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不仅要服务群众 还要成为基层党的工作队伍
◎鼓励大学毕业生投身物业工作 基层是广阔天地大有可为
◎边试点边总结边提升 “红色物业”还要小步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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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杨保军来汉作报告
武汉打造亮点区块顺应城市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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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勇主持召开市规划委员会会议
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
要做到“四个面向”
本报讯 （记者 邵澜） 6 日， 市长万勇主持召开市规
划委员会会议， 专题研究我市 《综合交通体 系规划
（征求意见稿）》， 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
精神， 根据“一带一路”、 长江经济带、 长江中游城市
群等国家战略要求， 遵循城市中长期发展目标， 围绕
市委关于长江主轴、 长江新区、 长江新城的部署， 开
展新一轮综合交通体系规划编制工作， 进一步明确城
市交通发展方向， 配置交通资源， 布局重大交通基础
设施， 支撑空间拓展， 促进交通与土地利用协调发展。
据了解， 我市正在开展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 土
地利用规划、 综合交通体系规划编制工作， 力求通过
规划引领， 进一步明确城市发展目标、 规模和空间结
构， 强化区域统筹和协作， 实现现代化、 国际化、 生
态化大武汉建设目标。
就如何编制好新一轮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 万
勇强调要做到“四个面向”： 构建面向国际化的综合交

通体系， 围绕国际门户枢纽机场建设， 客运要推进高铁
进机场， 货运要打破地域概念， 内河航运要进入全球第
一方阵， 实现江海直达、 铁水联运、 水水联运， 中欧班
列要突出服务制造业、 服务出口、 服务货物贸易； 构建
面向国家中心城市的综合交通体系， 重点围绕建设中部
最大航空客运机场、“两纵两横两连”铁路路网、武汉长江
中游航运中心、“祖国立交桥” 和客运多式交通方式换乘
的示范城市持续发力； 构建面向新一轮城市总规的综合
交通体系， 要突出轨道交通支撑引领， 道路公共交通动
态优化、 完善提升， 共享交通创新融合、 规范有序， 慢
行系统配套优先、 绿色出行， 小汽车机动出行控制强
度、 平稳增长等； 开展面向科学治理智慧管理、 积极破
解城市道路交通负荷快速增长压力的研究。
会议还研究了武汉广电全媒体中心项目规划情况。
市委常委、 宣传部长李述永， 副市长汪祥旺， 武汉
新港管委会主任张林， 市政府秘书长刘志辉参加会议。

英国安妮公主访问武汉商学院
推动中英马术运动发展
6日，利济北路和利济东街路口，斑马线上闪烁的灯带与红绿灯步调一致

记者胡冬冬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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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上调

机关企事业单位调整办法相同

本报讯（记者 邵澜 通讯员 鄂文静）6 日，英国安妮公
主访问武汉商学院，出席中英马术运动发展战略合作签
约仪式，并为该校校史馆揭牌。 副省长童道驰、市长万勇
陪同访问。
据了解，湖北是安妮公主此次访华的第二站，也是
她首次到访武汉。 此次访问， 旨在推动英国与湖北在
体育、 教育等领域的合作， 开展马术培训等领域的交
流。
在商学院校史馆，童道驰、万勇向安妮公主介绍了
中国赛马历史和武汉赛马活动开展情况。 目前，武汉已

万侨创新 发展共享

经举办 14 届国际赛马节和超过 200 场的赛马赛事，吸引
观众百万人次。 在详细了解并观看中英马术交流宣传片
后， 安妮公主还出席了中英马术运动发展战略合作签约
仪式。
在武汉商学院马术场， 安妮公主兴致勃勃地观看了
马术表演，并与赛马手亲切交谈。 据悉，2019 年武汉将承
办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 此次军运会专门设置了马术
比赛项目， 武汉商学院承担了该项目的比赛场馆设计与
建设，届时该项目比赛就在该院马术场举行。
市政府秘书长刘志辉参加活动。

第十七届“华创会”今日拉开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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