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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耿联）6月 24日上
午，省委书记娄勤俭在省委党校讲授党
史学习教育专题党课，系统梳理了十八
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作出
的一系列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并结合十
九大以来江苏发展实践，谈了理解体
会。他强调，学好党史是为了更好地开
创未来、开辟新局，我们要从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汲取强
大真理力量，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对江苏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指示精
神，扎扎实实办好江苏自己的事，落实
好“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重
大使命。

党史学习教育中央第五指导组组
长孙永春，省委副书记张敬华出席。

娄勤俭指出，学党史、悟思想、办实
事、开新局，关键是学好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准确理解落实
好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的一系列重要
讲话指示精神。他首先与大家一起重
温了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对江苏工作作
出的四次重要讲话指示，在谈学习体悟

时指出，总书记对江苏一以贯之的是高
质量要求，始终强调的是坚持新发展理
念，寄予厚望的是希望江苏为全国发展
探路，实现率先发展、高质量发展。我们
深切感受到总书记和党中央对江苏发
展的信任之深、殷切之重，中央谋划的重
大战略部署，往往先对江苏提出要求；全
国面上都在做的事情，对江苏的标准要
求往往更高；在一些重要领域、环节上，
往往希望江苏先行探索；总书记对江苏
点出的问题、提出的要求具有极强的前
瞻性、针对性、指导性。

娄勤俭强调，学党史、悟思想、办实
事、开新局，关键是按照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要求，扎扎实实办好江苏自己
的事。他说，江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
体实践，就是围绕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
要求展开的。我们按照“推进结构优化
升级、大力推进创新驱动发展、坚守实
体经济、增创开放型经济新优势”的要
求，谋划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取得了明
显成效，现在更有信心建设具有全球影
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和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我们落实
“加快南北融合、促进区域均衡发展”的
要求，对全省区域发展格局进行优化提
升，深入推进“一带一路”交汇点、长三
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并把构建现代综合
交通运输体系作为最迫切的任务抓紧
抓实、抓出了显著成效，为建设具有世
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奠定了良好
基础。我们按照安全发展、生态文明建
设的要求，把贯彻新发展理念摆在首
位，深刻汲取“3·21”事故教训，从整治
最突出的问题抓起，从系统治理规律出
发，着眼构建常态长效机制，提升本质
安全水平，构建安全环保现代治理体
系。我们按照推动民生建设迈上新台
阶的要求，坚持从践行党的宗旨出发、
从顺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出发、从把握
民生建设规律出发，推动我省民生建设
水平明显提升，全省人民生活质量明显
提升。实践证明，只要我们坚决按照总
书记的要求去做，就一定能够不断开辟
发展的新境界。

娄勤俭指出，要立足全局，从党和

国家事业发展的高度，理解把握总书记
对江苏的重要指示要求，更好地扛起我
们的责任；要把握规律，从“知其然、知
其所以然、知其所以必然”的系统思维
来理解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要求，增强贯
彻落实的自觉性；要系统落实，把总书
记指引的方向、强调的问题贯通起来理
解，确保完整准确全面贯彻到位；要形
成制度，在贯彻落实中巩固完善更加成
熟定型的体制机制；要坚持项目化推
进，确保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都落到具
体项目、具体事情、具体工作上。娄勤
俭强调，踏上新征程，肩负习近平总书
记赋予的重大使命，我们要在改革创
新、推动高质量发展上争当表率，在服
务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上争做示范，在
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上走在前列，
把一个现代化的“强富美高”新江苏展
现在世人面前。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爱军主
持。省委、省政府部分领导同志，省法
院院长，党史学习教育中央第五指导组
全体成员参加。

首创网格化社会治理理念，探索
形成了“大数据+网格化+铁脚板”治
理机制，所有设区市全部纳入全国市
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城市……新中
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江苏不断探索创新社会治理的新路
径，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
征、江苏特点的社会治理之路，交出了
一份社会治理的“高分答卷”。6月24
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系
列主题新闻发布活动——社会治理专
场发布会在南京举行，会上发布了我
省在“平安江苏”建设、社会治理现代
化建设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果。

江苏群众的安全感提高至
98.74%

省委政法委副书记田洪介绍，江
苏从 2003 年开始部署开展“平安江
苏”建设，经过多轮创建，平安江苏已
成为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品
牌。“全省群众安全感从 2011 年的
91.8%提高至2020年的98.74%，政法
队伍满意度从83.6%提高至94.98%，

始终保持全国前列。江苏被公认为全
国最安全的省份之一。”

记者从新闻发布会获悉，自2018
年1月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江
苏全省共打掉涉黑组织189个、恶势
力犯罪集团586个，刑拘涉黑涉恶人
员4.98万人。在全国率先对“套路贷”
新型涉黑涉恶犯罪开展专项打击，创
新开展非法金融活动专项治理，2019
年8月以来，全省共打掉“套路贷”团伙
565个，全省涉债类警情下降21.18%，
法 院 受 理 民 间 借 贷 案 件 下 降
30.15%。2020年，全省人民群众对扫
黑 除 恶 专 项 斗 争 成 效 满 意 率 达
96.73%。

在全国率先全省域推进网格
化社会治理

江苏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
验”，首创网格化社会治理理念，在全
国率先全省域推进网格化社会治理，
探索形成了“大数据+网格化+铁脚
板”治理机制，在全国率先推广建立正
处级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综合指挥中

心，成立全国首家网格学院，出台首部
网格化省级政府规章、首部市域社会
治理促进条例，探索形成了具有中国
特色、时代特征、江苏特点的社会治理
之路。

2020年底全省群众对网格服务管
理满意率达 97.15%、同比提高 11.63
个百分点。全省建有全国民主法治示
范村（社区）171个、省级民主法治示范
村（社区）10584个，公众对法治建设
满意度从2012年的87.4%上升到目前
的92.6%。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江苏
13个设区市都纳入试点

据介绍，江苏13个设区市全部被
纳入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城
市。第1期（2020－2022年），有南京、
苏州、南通、无锡、淮安、常州、扬州、徐
州、泰州等9个设区市；第2期（2023－
2025年），有连云港、盐城、镇江、宿迁
市等4个设区市。

各试点地区将围绕市域社会治理
主题、平安稳定主业，发挥优势、开拓
创新，打造一批基础较好、优势突出的
特色工作，形成市域社会治理“一市一
品”的生动局面。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于丹丹

国新办发表《中国共产党尊重
和保障人权的伟大实践》白皮书

5个“坚持”值得关注
新华社电 国务院新闻办24日

发表《中国共产党尊重和保障人权
的伟大实践》白皮书。

白皮书说，2021年是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 周年。中国共产党的
100年，创造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伟
大奇迹，谱写了人权文明的新篇章。

白皮书指出，100年来，中国共
产党坚持人民至上，坚持将人权的
普遍性原则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坚
持生存权、发展权是首要的基本人
权，坚持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
权，坚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不断增
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人权发展道路。

白皮书说，100年来，中国共产
党心怀天下，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坚持促进共同发展。中国坚定维护
世界和平，坚持以合作促发展，以发
展促人权，积极参与国际人权事务，
为全球人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提
供中国方案，推动世界人权事业发
展，与世界各国一道，共同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

白皮书指出，当前，中国共产党
正带领全国人民为实现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而努力。到新中国成立100年
时，中国将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到那
时，中国人民的各项权利必将得到
更高水平的保障，中国人民将更加
享有尊严、自由和幸福。到那时，世
界将因中国而更加繁荣发展，中国
必将为推动世界人权事业发展作出
更大贡献。

娄勤俭讲授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被公认为全国最安全的省份之一
江苏是如何做到的？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
白皮书今日发布

新华社电 6月25日10时，中国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发布《中国新
型政党制度》白皮书，并举行新闻发
布会。

6 月 24 日，南京市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主题灯光秀正式拉开序
幕，全面展示了南京的新
时代风貌。图为 24 日，无
人机空中俯瞰整个江苏大
剧院、南京眼步行桥、奥体
中心等区域，灯光璀璨，繁
华新城尽收眼底。

赵亚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