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持续推进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
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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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心诚意力挺 真金白银力扶

武汉精准施策促进民营经济发展
长江日报讯 （记者贺亮 郑汝可） 市委
市政府日前出台 《关于进一步促进民营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帮助民营企业降成
本、促转型、缓解融资难等，精准施治，解
决其燃眉之急，要求这些举措确保落地见
效。

《意见》 共分七个方面，分别是：进一
步降低企业成本，提高民营企业盈利能力；
着力优化金融服务，缓解民营企业融资难融
资贵；提升民营企业核心竞争力，助推企业
转型升级；营造公平竞争环境，破除民营经
济发展壁垒；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提振

七方面促进高质量发展
缓解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

新增小微企业融资额 1000 亿元以上
100 亿元基金为上市公司纾困

降成本

营造公平竞争环境

民企合法经营不得干预
保护民企公平竞争

公积金缴存比例下限调至 5％
小微企业供电量提升至 160 千伏安

提升民营企业核心竞争力

支持
“小巨人”
企业、
瞪羚企业
民企技术人才可申报高级职称

破壁垒
提信心

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

提高民营企业盈利能力

解难题
促转型

全面放宽民间资本投资领域
持续推进证照清理、
照后减证

民营企业发展信心；建设良好法治环境，保
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完善政策执行方
式，推动政策落地落实。
针对民企面临的具体问题，
《意见》提出
了落实税收优惠，减轻社保负担等一连串措
施，
民企负担将实打实地减轻。

定期协调解决企业问题

长江日报讯（记者郑汝可）1 月 9 日，市委理论学习
中心组开展专题研学，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民主
生活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为高质量开好市委常委班
子民主生活会打牢思想基础。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
马国强主持学习并讲话。
市委副书记、市长周先旺，市政协主席胡曙光，市
领导胡立山、刘立勇、张曙、蔡杰、曹裕江、李义龙、李有
祥、胡洪春、张世华、汪祥旺参加研学。周先旺、胡立
山、胡洪春、张世华作交流发言。
马国强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把政治建设摆
在首位，自觉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
度一致，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带头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党中央提倡的要坚决响应，
党中
央决定的要坚决照办，党中央禁止的要坚决杜绝。要
加强理论武装，
用好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这个平台，
推
进党中央精神转化为紧贴市情实际的发展路径，推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基层、入人
心。要把党的领导贯穿到“三化”
大武汉和国家中心城
市建设的全过程、各方面，
进一步建立健全党委对重大
工作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
不断提高党把方向、谋大
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
当前，一系列国家重大战略聚焦武汉。马国强要
求，
要增强机遇意识，
坚持发展第一要务，
以更大决心、
更实举措、更高要求，充分发挥“一芯”驱动作用，做强
产业之“芯”，打造动能之“新”，强化区域之“心”；坚持
市场化改革取向，彻底转变观念，加快打造数字政府，
提高服务效能，
让市场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
加大民生
政策落实力度，
总结推广青和居社区等经验做法，
以党
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
加快
推动武汉高质量发展。
马国强指出，
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抓常、抓细、抓长，持之以恒加强作
风建设。各级党委政府要转变观念，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提升服务意识，当好人民的公仆，创造性推动各项
工作落细落实；要敢担当、善担当，不断提高驾驭复杂
局面、处理复杂问题的本领，
切实解决好发展中遇到的
困难和难题，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改善城市
整体营商环境。

完善
“市领导联系服务百家民企”
等机制
主要负责同志定期与企业家交流

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专题研学

坚决把
“两个维护”
贯穿政府工作始终

强法治
政策要真正落地落实

督落实

执行政策杜绝
“一刀切”
引导企业克服困难纳入干部考核

长江日报讯（记者鞠頔）日前，市政
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 2018 年度
民主生活会专题研学，传达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
传达学习省纪委《关于全省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集
中整治领导干部利用名贵特产类特殊资
源谋取私利问题的通知》精神。市政府
党组书记、市长周先旺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要坚定不移把党的政治
建设摆在首位，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要坚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
树牢“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维护习近平
总书记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
和集中统一领导，
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
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
决把“两个维护”
贯穿政府工作始终。要
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对
政府系统意识形态阵地的建设和管理，
对一切违背和危害“两个维护”
的错误思

坚定在汉发展信心

企业齐点赞：新政策抓住了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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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格里希治厂到武汉质量问鼎欧洲
——武汉制造的质量启示
[

让基层组织有更多时间服务群众
长江日报讯（记者明凌翔 通讯员肖
何 董晶晶）10 日，全市社区（村）党员群
众服务中心形式主义挂牌问题整顿工作
部署会召开。市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
胡立山出席会议并在讲话中强调，要以
社区（村）办公场所形式主义挂牌问题整
顿为契机，
为基层减负，
推动社区（村）职
能回归，让基层组织有更多时间服务群
众。
当前，基层干部群众对社区（村）办
公场所形式主义挂牌问题反映比较强
烈。根据前期调研情况，我市部分社区
（村）办公场所存在着挂牌数量繁多、杂
乱无章、
“有牌无实”
等问题。另外，
由于
挂牌部门多、承担事项多、检查考评多，
社区（村）承担的负担较重，难以集中精

武汉制造上天入海无所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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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新城起步区大动作连连
规划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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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生态

江滩生态公园 府澴河生态修复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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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抓治理、抓服务。
胡立山指出，
虽然“病症”
在基层，
但
“病根”
却在上面。挂牌问题反映了形式
主义仍有市场，
“痕迹管理”
比较普遍，
工
作理念亟待转变。他强调，坚持源头治
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对形式主义挂
牌来一次集中清牌撤牌。要全面清理整
顿，做好减法——减牌子、减事项、减考
评，
从源头上为基层松绑减负，
推进基层
职能回归本源；
要建立长效机制，
实行清
单化管理，
用好信息化手段，
提供精准化
服务，
坚决防止问题“死灰复燃”；
要压实
主体责任、具体责任、部门责任和监督责
任，
以责任落实确保任务落地。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曹裕江主持
会议并讲话。

距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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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言论和行为敢于亮剑、坚决斗争。
会议强调，
要真学真懂真信真用，
不
断强化创新理论武装。要把深学笃行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
根本政治任务，坚定不移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
导实践、推动工作。要在学懂弄通做实
上下功夫，
系统学、跟进学、联系实际学，
学出信仰信念，
学出绝对忠诚，
学出干事
本领，自觉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诚实践
者。
会议要求，要以永远在路上的坚定
和执着，持之以恒推进政府系统作风建
设。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作风建设的系列重要论述精神，严格落
实中央八项规定实施细则以及省、市实
施办法，
驰而不息纠正“四风”，
力戒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
把更多时间用在抓工作
落实上，
真正做到“作风扎实、工作落实、
结果真实、心里踏实”。

我市启动社区（村）党员群众服务中心形式主义挂牌问题整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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