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山市委机关报

2018年7月

星期四

12

国内统一刊号：CN44-0126
代号：45-47
中山日报社出版

要闻

责编：
彭晖

美编：
蔡文强

深 耕·权 威·影 响 力

全市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会议强调

突出政治引领 抓牢关键重点 强化责任担当
推动全市基层党组织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本报讯（记者 郭锦润 夏升权
通讯员 钟祖彦）11 日，我市召开加
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会议，主要
任务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
大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广
东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和全国
组织工作会议精神，认真落实全省
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会议要求
和市委十四届四次全会部署，推动
全市基层党组织建设全面进步、全
面过硬。市委书记陈旭东在会上讲
话，市长焦兰生主持会议，市领导陈
小娟、黄远通、杨文龙、方维廷、瞿建
波等出席。
陈旭东指出，加强基层党组织

建设，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
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的政治要求；是谋划推动
新时代改革发展，交出“四个走在全
国前列”
中山优异答卷的迫切需要；
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的重要保证。我们要深刻认识加强
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重大意义，切实
增强做好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的责
任感和紧迫感，总结运用“大学习、
深调研、真落实”工作成果，坚持抬
头看齐、带头示范、埋头实干、回头
评估、点头满意“五头并进”工作方
法，推动基层党组织建设取得新的
更大成效。

陈旭东强调，要突出政治引领，
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扎扎实
实落到基层。一要持续深入抓好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这一头等大事和首要政治
任务，带着深厚感情学，带着使命担
当学，带着问题联系实际学。
二要突
出抓好政治建设这一根本性建设，
教育引导广大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牢
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
，始终把“两个维护”
作为最高政
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要求。三要健全
落实党的全面领导的制度机制，强
化党的组织在同级组织中的领导核
心作用，明确基层党组织对“三重一
大”事项的决策权，探索建立村（社
区）党组织统筹实施惠民政策的机

制，树立党组织威信和良好形象。
四
要坚持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完
善基层党组织领导下自治、法治、德
治相结合的城乡治理体系，推进抓
党建促乡村振兴，强化共建共治共
享，促进全体“在中山人”和谐共融
发展。
陈旭东强调，要抓牢关键重点，
努力把各领域基层党组织锻造得更
加坚强有力。一要深入推进基层党
建“四化”，抓好基层党组织达标创
优活动，提升党支部建设水平，优化
党的基层组织设置，持续精准整顿
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二要坚持把
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摆在突
出位置，在选优上下功夫、培养上花
心思、管理上出实招、激励上强导

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强调

把握人才竞争新动向新特点新规律
形成具有中山特色的人才竞争策略
人才竞争策略

本 报 讯（记 者 郭 锦 润 夏 升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机遇，推动成立粤港澳大湾区人
经受锻炼、增长才干。要完善创新
权）11 日，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召
才工作联盟，积极创建省人才发展改革试验区，复制推广粤港澳
激励机制，运用好科技进步奖、重
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人才合作示范区以及广东自贸区成功经验，大力实施“柔性引
大成果产业化项目、新认定高新技
于人才工作重要指示精神，传达
才”
“ 精准引才”
“ 以才引才”。要完善人才发展机制，大刀阔斧破
术企业、科技成果等表彰奖励，加
2018 年全省人才工作要点，研究
除一切制约人才发展制度藩篱和政策壁垒，建立以品德、能力、 大扶持力度，调动人才创新创业积
我市贯彻落实意见。会议强调，要
业绩和贡献为导向的差异化评价办法，克服唯学历、唯资历、唯
极性。要着力优化社会环境，不断
坚定不移实施人才强市战略，努力
文凭、唯论文等倾向，加快形成门类齐全、梯次合理、充分满足经
完善高层次人才在居住、医疗、社
营造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
济社会各类需求的人才体系。要发挥职业院校优势，培养适应经
保、税务、职称申报等方面的服务
的良好环境，为落实省委“三个定
济社会发展的高技能人才队伍；面向全球组织创新要素，造就一
保障，通过建设完善人才创新创业
位”
要求、努力交出“四个走在全国
批关键领域掌握前沿核心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领军
生态园，推进人才服务和创新创业
前列”
中山优异答卷提供强有力的
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加快引进国内外高水平应用技术大学， 服务专业化、市场化，及时兑现政
人才支撑。
市领导陈旭东、焦兰生、
进一步加强高等教育人才支撑作用；积极构建现代企业家培训
策优惠和承诺事项。
陈小娟、杨文龙、徐小莉、吴竹科、
体系，
注重年轻一代企业家人才的储备培养。
陈旭东强调，要加强党的领
李长春，市政府秘书长李俊出席会
导，牢牢把握人才工作的正确前进
的人才竞争策略。
要抓住粤港澳大
军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加快引
议。
方向。要把人才工作纳入全市各
湾区建设机遇，
推动成立粤港澳大
进国内外高水平应用技术大学，进
市委书记、市人才工作领导小
级党委（党组）重要议事日程，把
湾区人才工作联盟，积极创建省人
一步加强高等教育人才支撑作用； 党管人才原则贯穿于人才工作全
组组长陈旭东在讲话中指出，党的
才发展改革试验区，复制推广粤港
积极构建现代企业家培训体系，注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过程。要强化政治引领，深入开展
澳人才合作示范区以及广东自贸
重年轻一代企业家人才的储备培 “爱国、奋斗”精神教育，引导广大
的党中央运筹帷幄、总揽全局，对
区成功经验，大力实施“柔性引才” 养。
人才发展进行战略谋划，形成了治
人才坚定“四个自信”，实现“增人
“精准引才”
“以才引才”。
要完善人
陈旭东强调，要坚持“引、用、 才”与“得人心”的有机统一。要激
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中的
才发展机制，大刀阔斧破除一切制
服”
一体重视、一体把握，从单纯的
“人才篇”
，为人才事业发展指明了
发镇区工作活力，推动组团式抱团
约人才发展制度藩篱和政策壁垒， 优惠政策比拼，转化为营造人才生
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
引才，设立镇区人才交流服务平
建立以品德、能力、业绩和贡献为
态环境的竞争。
要把载体建设作为
固树立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进
台，促进人才共享、合理流动、最佳
导向的差异化评价办法，克服唯学
重要抓手，继续建好用好各类产业
一步增强做好人才工作的使命感
配置。要全面落实《关于进一步激
历、唯资历、唯文凭、唯论文等倾
园区、重点实验室，积极争取国家
和责任感，以更加宽广的视野更好
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
向，加快形成门类齐全、梯次合理、 级创新平台、省级重大科研平台、 的意见》
地聚才用才，把加快建设人才强市
《关于适应新时代要求大
充分满足经济社会各类需求的人
院士工作站落户，为重点行业领域
各项任务落到实处，推动人才工作
力发现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的
才体系。要发挥职业院校优势，培
人才搭建干事创业平台。
要完善更
不断取得新成效。
意见》，坚持正向激励，为广大干部
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高技能人
具实践性的用人平台，发挥人才需
陈旭东指出，面对各地人才政
勇于担当、奋发有为营造良好氛
才队伍；面向全球组织创新要素， 求导向等机制保障作用和项目对
策和投入比拼的白热化，我们必须
围、提供政策保障，推进培养选拔
造就一批关键领域掌握前沿核心
接、社会实践等推动作用，让人才
重视和把握人才竞争的新动向、新
优秀年轻干部工作制度化、规范
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领
在企业生产一线和项目攻关前沿
特点、新规律，形成具有中山特色
化、常态化。

中山中考录取分数线公布

户籍生：纪中 462 分 一中 452 分
本报讯（记者 陈慧）昨日，我
市高等中专学校招生委员会公布
了中山市 2018 年普通高中学校录
取分数线。与去年相比，今年的最
低控制分数线同样为 360 分，但各
间学校的录取分数线则较去年略
低几分。
昨天公布的分数线包括有提
前批普通高中体艺生（含特长生）、
提前批普通高中特色课程班、第一
批普通高中普通生等的录取分数
线。
今年第一批普通高中录取最低
控制分数线为 360 分，第二批中职
学校不设置控制线。除分数外，各
学校还有各自要求的考查科目最
低等级要求，以及同分比较出档条
件等，考生填报志愿的时候也要注

意这些事项。
第一批普通高中普通生，共有
4 所高中要求考生的考查科目最
低等级 1A2B1C。录取分数线最高
的中山纪念中学，中山户籍住宿生
的最低录取分数线是 462 分，外省
市户籍住宿生的录取分数线是
472 分。中山市第一中学，中山户
籍住宿生的最低录取分数线是
452 分，外省市户籍住宿生的录取
分 数 线 是 459 分 。中 山 市 华 侨 中
学，中山户籍住宿生的最低录取分
数线是 441 分，外省市户籍住宿生
的录取分数线是 455 分。中山市实
验中学，中山户籍住宿生的最低录
取分数线是 420 分，外省市户籍住
宿生的录取分数线是 440 分。

此外，还有 11 所高中的录取
等级要达到 2B2C。中山市桂山中
学，中山户籍住宿生的最低录取分
数线是 429 分，外省市户籍住宿生
的录取分数线是 436 分。中山市第
二中学，中山户籍住宿生的最低录
取分数线是 408 分，外省市户籍住
宿生的录取分数线是 418 分。中山
市龙山中学，中山户籍住宿生的最
低录取分数线是 406 分，外省市户
籍住宿生的录取分数线是 412 分。
中山市小榄中学（中山市外国语学
校），中山户籍住宿生的最低录取
分数线是 393 分，走读生 398 分；外
省市户籍住宿生的录取分数线是
401 分，走读生 404 分。华师中山附
中，公费住宿生的最低录取分数线

是 433 分。
另外，濠头中学、东升高级中
学、杨仙逸中学、东区中学、古镇高
中、
卓雅外国语学校（公费生），
考查
科目最低等级要求也都是2B2C。
广
东博文学校、华师中山附中（自费
生）、卓雅外国语学校（自费生）、中
港英文学校、
中山市民众德恒学校、
中山市纪中三鑫双语学校等要求的
考查科目最低等级为4C。

扫码查看详细
中考分数线

向。
三要充分发挥党员在“四个走在
统筹抓好基层组织建设。三要研究
全国前列”新征程中的先锋模范作
解决基层党建工作的新情况新问
用，切实提高发展党员质量，不断优
题，推动基层党组织活动载体、工作
化党员队伍结构，创新党员发挥先
方式、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工作创新、
锋模范作用的途径。四要切实推动
制度创新。
政策、资金、资源下沉到基层，加强
会上，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陈
党务工作者队伍建设，加大各级财
小娟对《中山市贯彻落实〈广东省加
政对基层党建的投入力度，高标准
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建设基层党组织活动阵地。
（2018-2020 年）〉工作方案》
（征求
陈旭东强调，要强化责任担当， 意见稿）作说明。
以扎实的作风推动基层党组织建设
市直各副处级以上单位主要
各项工作落地见效。一要充分压实
负责同志，中央、省驻中山各有关
抓基层党建主体责任，实行党的建
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市委巡察组组
设主体责任清单制度。二要有效理
长、副组长，市委组织部全体同志
顺抓基层党建的体制机制，注重发
在主会场参加会议。会议以电视电
挥各级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基
话形式开到各镇区和村（社区）党
层治理领导小组的统筹协调作用， 组织。

中国首次跻身全球
最具创新力经济体 20强
排名第 17 位
据新华社电 世界知识产权组
织和美国康奈尔大学等机构 10 日
发布 2018 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
国首次跻身最具创新力经济体 20
强，排名第 17 位。
报告显示，与 2017 年相比，中
国从第 22 位连进 5 名，保持稳步提
升势头。瑞士、荷兰和瑞典继续位
列前三，英国上升 1 位、排名第 4
位，美国则从第 4 位滑落到第 6 位。
在核心创新投入和产出方面，
虽然美国仍排名首位，但在研究人
员、专利和科技出版物数量等方面
位列第二，居中国之后。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弗
朗西斯·高锐说，中国的快速提升
反映出其领导层设定的战略方向，
即发展世界级创新能力并使经济

结构向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型，这些
产业更依赖创新来保持竞争力。他
认为，这标志着创新多极化的到
来。
报告还评价了各经济体将教
育投资和研发支出转化为高质量
创新成果的能力，其中瑞士、卢森
堡和中国位列前三。
报告更新的全球“最佳科技集
群”排名中，日本的东京－横滨地
区和中国的深圳－香港地区分列
前两位。而美国的创新热点地区数
量最多，
共 26 个。
2018 年全球创新指数对全球
126 个经济体的创新能力进行了量
化评估，评估指标包括知识产权申
请、移动应用创新、教育支出和科
技出版物等 80 项。

《中山市建设项目海绵城市审查指南（试
行）》出台

政府公建类用地年径流
总量控制率为 70%
本报讯（记者 李丹丹）记者昨
日从市城乡规划局了解到，该局已
经出台《中山市建设项目海绵城市
审查指南（试行）》，总体要求全市
行政区域内的所有新建、改建、扩
建的政府公建项目和占地面积超
过 1 公顷的商业、建筑与小区等项
目，均要落实海绵城市建设要求。
项目建设单位须提供海绵城市平
面图进行电子报批审核。
在控规编 制 或 修 编 时 ，须 将
海绵城市建设目标与指标落实到
具体地块，明确海绵城市建设要
求，并编制海绵城市详细规划或
海绵城市专题报告。规划管理过

程中，要将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下
沉式绿地率和透水铺装率三项指
标纳入建设用地规划条件和“一
书两证”，并作为规划许可的前置
条件，在各项规划管理环节中进行
审查。
中山市建设项目落实海绵城
市建设要求时，要遵守以下的控制
指标，建筑与小区内用地年径流总
量控制率是 75%，商业类用地年径
流总量控制率是 65%，政府公建类
用地年径流总量控制率是 70%，公
园与绿地类用地年径流总量控制
率是 85%，道路广场类用地年径流
总量控制率是 65%。

概念解析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指标是指通过自然
和人工强化的渗透、集蓄、利用、蒸发、蒸腾
等方式，场地内累计全年得到控制的雨量占
全年总降雨量的比例。海绵城市建设提倡推
广和应用低影响开发建设模式，加大对城市
雨水径流源头水量、水质的刚性约束，使城
市开发建设后的水文特征接近开发前，有效
缓解城市内涝、控制面源污染，最终改善和
保护城市生态环境，实现新型城镇化下城市
建设与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