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要求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
抓细抓实各项防汛救灾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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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第十四次党代会于7月27日至29日召开
市委书记封晓春代表市委常
委会讲话。他指出，我市第十三次
党代会是在 2016 年 8 月召开的，至
今已有五年时间。五年来，十三届
市委在党中央和省委、无锡市委的
坚强领导下，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以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苏重要讲话
指示精神为引领，认真贯彻党的十
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
中全会精神，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
员干部群众，积极应对各种风险挑
战，较好完成了既定目标任务，为
市第十四次党代会的召开，创造了
良好的政治、经济、社会条件。
封晓春就市第十四次党代会

召开的时间及议程安排、十三届市
委工作报告的起草过程、报告起草
的指导思想和总的原则、报告的主
要内容等情况作具体说明。他指
出，
市委工作报告的起草，
是在市委
常委会的领导之下，
充分发扬民主、
广泛征求意见、集中各方智慧的基
础上形成的。报告起草指导思想明
确，即要把十三届市委的工作总结
好，
把今后五年的发展目标设定好、
工作思路明确好、主要任务部署好，
通过总结过去、展望未来，
达到统一
思想、振奋精神、凝聚力量、开拓奋
进的目的。围绕这个指导思想，报
告起草遵循突出政治站位、突出目
标引领、突出问题导向、突出实事求

是的原则，
从过去五年的工作总结，
指导思想、主要目标和工作导向，
今
后五年的重点工作任务以及加强党
的全面领导和党的建设等四个方面
作了详细阐述。
会上，封晓春还代表十三届市
委常委会对全体委员的辛勤努力
和无私奉献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
高的敬意，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和
全体共产党员要以党的事业为重，
以宜兴发展为重，讲党性、顾大局、
守纪律，正确看待进退留转，自觉
服从组织安排，继续保持奋斗激情
和工作干劲，继续为宜兴改革发展
贡献力量，共同创造宜兴更加美好
的未来。

中国共产党宜兴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决议
国共产党宜兴市第十三届委员会
工作报告；2. 审议中国共产党宜兴
市第十三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
报告；3. 选举中国共产党宜兴市第
十四届委员会；4. 选举中国共产党
宜兴市第十四届纪律检查委员会；
5. 选举出席中共无锡市第十四次
代表大会的代表。全会讨论并原
则同意中共宜兴市第十三届委员

会工作报告和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工作报告，待作进一步修改后，提
交中共宜兴市第十四次代表大会
审议。全会票决确定了出席中共
无锡市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代表候
选人预备人选，
待报无锡市委原则
同意后，
提交中共宜兴市第十四次
代表大会进行选举。
全会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

和全体共产党员，要更加紧密地
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周围，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贯彻总书记视察江苏重
要讲话指示精神，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接续奋斗，以更加饱满的精
神状态、优异的工作业绩，迎接市
第十四次党代会的胜利召开。

作作业忙
港口物流
入夏以来，位于经开区的宜
兴港码头上，集装箱吞吐量连连
增加，呈现一片繁忙景象。今年
以来，港口经营主体宜兴市旺达
物流有限公司在优化公共班轮
运作模式的同时，积极开拓码头
增值业务，进一步提高了运输效
率，节省了客户运输成本。今年
上半年，该口岸集装箱吞吐量达
11332 标准箱，同比增长 5%。
图为日前，码头工作人员正
在进行装卸货作业。
（记者 翟霄帆 摄）

本报讯（记者李 震）昨天，市委书
记封晓春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第 177 次
会议，研究部署疫情防控等工作，讨论
研究《在中国共产党宜兴市第十四次代
表大会上的报告》
（讨论稿）和《中共宜
兴市第十三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向中共
宜兴市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
（讨论稿），及市第十四次党代会相关事
项等。
会议传达了上级关于疫情防控相
关会议精神。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
防控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上级相
关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立即进入战时状态，摒弃麻痹思想、厌
战情绪、侥幸心理、松劲心态，迅速行
动、各尽其责，慎终如始、落细落实中央
和省市常态化疫情防控各项举措，对相
关地区来宜返宜人员一 一梳理排查、加
强跟踪管理，有效防止疫情传播蔓延，
坚决守住来之不易的防控成果。特别
要加强高铁站、客运站等重点区域、单
位、场所的防控力度，统筹抓好疫苗第
二剂次接种和第一剂次查漏补种等工
作，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同时，要始终绷紧安全、环保、
稳定这几根弦，坚决守牢底线不放松，
为党代会顺利召开营造和谐安定的良
好环境。
会议讨论研究了市委工作报告（讨
论稿）和市纪委工作报告（讨论稿）。讨
论中，与会同志对我市过去五年的发展
给予高度评价。大家认为，过去五年，
面对严峻复杂的困难和挑战，全市上下
攻坚克难、开拓奋进，经济发展、改革开
放、城乡发展、安全环保、民生改善和党
的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为
宜兴未来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
础。大家一致认为，市委工作报告（讨
论稿）和市纪委工作报告（讨论稿），站
位高远、主题鲜明、结构清晰、重点突
出、务实创新、文风朴实，客观准确地回
顾总结了过去五年的工作，对今后一个
时期全市发展认识深刻、分析到位，提
出的奋斗目标具有前瞻性、科学性，工
作部署明确具体，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指导性和可操作性，符合宜兴发展实际
和全市人民的期盼。同时，大家还结合
各自工作实际，围绕经济建设、城乡建
设、民生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
设等内容，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和
建议。会议强调，市委工作报告是指导
宜兴未来五年发展的全局性、纲领性文
件，对开好党代会至关重要。报告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视察江苏重要讲话指示精神，总结十三届市
委工作客观全面、振奋人心，部署未来五年发展导向清晰、措施精准，
很好体现了市委驾驭全局、推动发展的思路和格局。文件起草工作小
组要根据会上讨论的意见，对报告作进一步修改完善，努力使报告体
现全市党员意志、全体人民意愿，为市第十四次党代会顺利召开打好
基础，
为宜兴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凝心聚力、擘画蓝图。
会议指出，市纪委工作报告全面总结了过去五年我市党风廉政建
设和反腐败工作取得的有力成效，科学谋划今后五年的工作方向，是
一份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好报告。下阶段，市纪委监委要根据会上
讨论意见，进一步做好党代会材料准备工作，并会同相关部门做好会
风会纪、换届选举监督工作，确保党代会高质高效召开；同时认真筹备
中共宜兴市第十四届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确保开出高质量、选出好
班子，带领全市纪检监察干部敢为人先、奋勇争先，为宜兴“十四五”发
展、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纪法保障。
会议还讨论了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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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宜兴市第十三届
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于 2021
年 7 月 21 日在宜城召开。出席会
议的市委委员 22 名、候补委员 6
名。市纪委委员列席了会议。
全会讨论确定中国共产党宜
兴市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于 2021 年
7 月 27 日至 29 日在宜城召开。大
会的主要议程是：1. 听取和审议中

研究部署疫情防控等工作
讨论研究市委工作报告和市纪委工作报告及市第十四次党代会相关事项等

中共宜兴市委十三届十一次全会决定

本 报 讯（记 者 李 震）昨 天 下
午，中国共产党宜兴市第十三届委
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在市政府
会议中心召开。全会决定 2021 年
7 月 27 日至 29 日召开中共宜兴市
第十四次代表大会；讨论提出市第
十四次党代会议程的建议；讨论并
通过十三届市委工作报告和十三
届市纪委工作报告；听取了市第十
四次党代会有关事项的汇报；投票
表决确定出席中共无锡市第十四
次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
表决通过全会决议。市委常委会
主持会议。出席会议的市委委员
22 名，候补委员 6 名。市纪委委员
列席会议。

财产损失。解放军和武警部队要积极协助地方开展抢
险救灾工作。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水利部、交通运
输部要加强统筹协调，强化灾害隐患巡查排险，加强重
要基础设施安全防护，提高降雨、台风、山洪、泥石流等
预警预报水平，加大交通疏导力度，抓细抓实各项防汛
救灾措施。
习近平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在做好防汛救
灾工作的同时，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扎实做好受灾
群众帮扶救助和卫生防疫工作，防止因灾返贫和“大灾
之后有大疫”。

市委常委会召开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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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7 月 21 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习近平指出，近日，河南等地持续遭遇强降雨，郑
州等城市发生严重内涝，一些河流出现超警水位，个别
水库溃坝，部分铁路停运、航班取消，造成重大人员伤
亡和财产损失，
防汛形势十分严峻。
习近平强调，当前已进入防汛关键期，各级领导干
部要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
身先士卒、靠前指挥，迅速组织力量防汛救灾，妥善安
置受灾群众，严防次生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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