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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城厢区坚持以木兰溪综合治
理为总抓手，实施三大战略，强化两大
支撑，统筹推进产业发展、城乡建设、基
层治理、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全方位
推进高质量发展迈出更大步伐，加快建
设“山水格局、人文宜居”新城厢，为奋
力答好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福建篇章莆田答卷作出城厢贡献。

一年之计在于春，谋划新局正当时。近日，城厢区召开
一季度“开门稳”“开门红”部署会，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
大精神以及中央、省、市有关会议精神，进一步分析研判当
前经济形势，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

区委书记王文才强调，一季度经济工作开局事关全局，
全区上下要提高政治站位，扛起政治责任，全面分析当前经
济形势，坚定信心决心，以“赶前抓早、谋定快动”的工作状
态，全力推进各项攻坚任务落地落实，确保实现一季度“开
门稳”“开门红”。

理清发展思路 明确任务目标理清发展思路 明确任务目标
刚刚闭幕不久的市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多处内容提

及城厢区，这既是对2022年城厢区发展成效的肯定，也饱含
着对城厢区下一步工作的期望。

思深方益远，谋定而后动。城厢区理清思路、明确目
标。“全区上下要准确把握市两会精神实质，切实把思想认
识统一到市委市政府对发展形势的分析研判、对全年工作
的目标要求和重点任务的具体部署上来，紧密结合城厢实
际，理清发展思路，明确工作抓手，狠抓工作落实，全力以赴
争取量的合理增长、质的明显提升，切实推动市两会精神落
到实处、见到实效。”王文才强调。

今年城厢区工作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是坚持以木兰溪
综合治理为总抓手，实施三大战略，强化两大支撑，统筹推
进产业发展、城乡建设、基层治理、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全
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迈出更大步伐，加快建设“山水格局、
人文宜居”新城厢，为奋力答好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福建篇章莆田答卷作出城厢贡献。

新一年的发力方向、新一年的努力重点确定。眼下，城
厢区各级各部门立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把准预期目标、工
作定位和发力重点，迅速分解全年各项目标任务，进一步细
化完善任务书、时间表和路线图，力争实现首季“开门稳”

“开门红”，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开好局、起好步，在全市新

一轮高质量发展中当表率、作示范。

聚焦产业发展 攻坚重点项目聚焦产业发展 攻坚重点项目
1月9日上午，富力智造产业园项目正式签约落户城厢

区。这个计划总投资超百亿元的大项目选址华亭镇，项目
秉承绿色低碳发展理念，拟建设自动化、智能化鞋服生产线
及运行系统，打造集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展示交易为一体
的数字化现代产业园区。

鞋服产业是城厢区的首位产业，富力智造产业园建
成后，将充分发挥龙头企业作用，助力鞋服产业集聚集
群发展。

产业是发展的重头戏，项目是发展的“牛鼻子”。
今年，城厢区推进临溪和滨海产业发展格局实现新突

破，推动东海鞋服科技产业园、中电科创城、专精特新产业
园一季度动工，六大园区上半年全部实现动工，加快构建

“临溪+滨海”特色产业发展格局；加快现代服务业“十百千
亿”发展，重点打造一批年销售额（营业额）超十亿元特色商
圈、街区、楼宇，推动跨境电商及传统外贸出口额超百亿元，
年内实现限上（规上）企业突破千家、限上批零销售额突破
千亿元。

重点项目可为高质量发展孕育新动能。今年，城厢区
推进百个重点项目攻坚提速实现新突破。全力抓前期、保
开工、推进度、促竣工，加快百个重点项目建设，强力攻坚项
目前期和“临门一脚”重点项目，确保全年开工项目60个以

上、竣工项目30个以上。大力开展招商引资，全年招引亿元
以上项目超30个、总投资超300亿元，其中超30亿元产业类
项目3个以上。

城厢区还将推进“三大战略”“两大支撑”实现新突破，
分行业、分领域、分镇街谋划策划和培育生成一批相关的城
市品牌、产业品牌、企业品牌、乡村振兴品牌；培育壮大一批
个性化定制、智造工厂，推动企业和产业数字化转型。做大
做强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平台，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人
才支撑。

当下，城厢区有关部门正强化要素保障，抓紧办理相关
前期手续，促进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达产，为冲刺一季度
作贡献。

提升城市品质 推进乡村振兴提升城市品质 推进乡村振兴
道路通畅、小区整洁，绿道郁郁葱葱，公园生机盎

然……漫步城厢区，深深感受到城市的魅力。
城厢区位于中心城区，这里的城市品质某种意义上彰

显了莆田城区的城市品质。刚刚过去的 2022年，城厢区着
力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质，建设了一大批城市项目。

今年，城厢区将推进“一溪两岸”城市品质能级提升实
现新突破，以“临门一脚”项目攻坚为突破口，加快推进坂头
西、万达南、木兰铁岭、屿上、钟潭、樟林、月塘南、文献北、龙
德井等“九大片区”建设，有序推进“三改一通”，公园型城市
绿廊绿道等建设，全力塑造“一溪两岸”山水诗画生态韵城

示范区。
城市越变越美，乡村也在铺展美丽新画卷。1月 4日，

2022年度福建省乡村振兴重点特色乡（镇）和实绩突出村名
单，华亭镇入选2022年度福建省乡村振兴重点特色乡（镇），
华亭镇后塘村入选 2022年度福建省乡村振兴实绩突出村。
这是城厢区乡村振兴成果的缩影。今年，城厢区将在推进
乡村振兴“三大示范带”建设实现新突破上着力，加快构建
沿木兰大道花果蔬菜产业带、环东圳水库生态休闲带、滨海
民俗文化体验带等“三大示范带”，实施重点项目建设30个
以上，持续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全力保障粮食安全，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

增进民生福祉 守护生态环境增进民生福祉 守护生态环境
春节将至，兜住兜牢民生保障底线尤为重要。连日来，

城厢区领导积极开展走访慰问、专项救助和送温暖活动，时
刻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头，帮助解决生产生活中
的实际问题，确保全区人民度过一个平安、祥和、欢乐的新
春佳节。

民之所忧，我必念之；民之所盼，我必行之。今年，城厢
区推进“双创”教育、健康城厢以及各项民生保障实现新突
破，加快推进“双创”教育示范区，大力实施教育“十五项工
程”；加快建设“健康城厢”，新改扩建“一所三中心五院”（区
卫生监督所、区疾控中心、霞林卫生服务中心、龙桥卫生服
务中心、区医院二期、区中医院、灵川卫生院、常太卫生院、
东海卫生院），科学精准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统筹做好就业、
养老等其他民生保障工作。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今年城厢区深入
推进木兰溪流域生态治理，深化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创建，聚焦城乡污水收集处理、河道治理、农业面源污染整
治等工作，确保木兰溪、东圳水库水质稳定达标。持续打好
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

开局就要奔跑，起步就要冲刺。今年是全面贯彻落实
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莆田建市40周年。城厢
区上下全面贯彻落实市两会精神，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
昂扬的斗志、更加过硬的作风，冲刺第一季度，全力推动城
厢经济社会发展再上新台阶、实现新跨越，加快建设“山水
格局、人文宜居”新城厢。

——城厢区全力攻坚确保一季度“开门稳”“开门红”

踔厉奋发开新局
□全媒体记者 卓晋萍 通讯员 梁亦娴 蔡新添 文/图

推进“一溪两岸”城市品质提升。

九华学校二期工程已竣工投用。

（上接B1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纪委常委会批准给予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委员、候补委员警告、严重警告处
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纪委委员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
者开除党籍处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纪委常委、监委委员党
纪处分。

第三十八条 基层纪委可以批准给予其审查的案件中
的被审查人警告、严重警告处分；如果涉及的问题比较重要
或者复杂的，应当经同级党委审议同意后，按照程序报有处
分批准权的县级以上纪委审查批准。

党的街道纪检监察工作委员会和县级纪委监委在开发
区等特定地域派出的纪检监察工作委员会，参照前款规定
行使处分违纪党员批准权限。

符合本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的基层党委，其同级纪委
可以依照本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直接决定给予违纪党员党纪
处分，并可以批准给予违纪党员开除党籍处分。

第三十九条 对未经党组（党委）会议、党的工作机关
部（厅、室）务会或者委员会会议讨论决定任免，但属于党组
（党委）、党的工作机关管理的人员中的党员给予警告、严重
警告处分的，可以由机关纪委审查批准。

第五章 处分批准权限和程序特殊情形
第四十条 违纪党员系实行垂直管理或者实行双重领

导并以上级单位领导为主的单位的干部，同时担任地方党委
委员、候补委员或者地方纪委委员职务的，由地方纪委依照
本规定履行处分审批程序，并将党纪处分决定抄告主管单位
党组（党委）。其中，地方纪委立案审查的，应当通过有监督
执纪权限的相应派驻纪检监察组或者主管单位内设纪检组
织征求主管单位党组（党委）意见后履行处分审批程序。

第四十一条 给予党员组织关系转入援派或者挂职单
位，但不改变与原单位人事关系的违纪党员干部党纪处分
的，一般应当按照所任原单位职务、职级等对应的干部人事
管理权限确定处分批准权限、履行处分审批程序。违纪问题
与援派或者挂职期间挂任职务有密切关联的，必要时也可以
按照该职务对应的干部人事管理权限确定处分批准权限、履
行处分审批程序，但在作出处分决定前，应当按照所任原单

位职务、职级等对应的干部人事管理权限征求原单位意见。
给予上级党委委托下级党委管理的党员干部党纪处分

的，下级党委、纪委可以依照本规定履行处分审批程序。
第四十二条 给予组织关系转出但尚未被接收的党员

党纪处分，由其原所在党组织依照本规定履行处分审批程
序。该党组织已撤销的，由继续行使其职权的党组织或者
其上一级党组织办理。

给予没有转移组织关系的流动党员和已停止党籍的党
员党纪处分，由其组织关系所在党组织依照本规定履行处
分审批程序。

第四十三条 给予辞去公职等原因离开公职岗位或者
退休的党员干部党纪处分，一般按照其在职时的干部人事
管理权限确定处分批准权限、履行处分审批程序。违纪问
题发生在离开公职岗位后，且与所任原单位职务、职级等没
有关联的，由其组织关系所在党组织依照本规定履行处分
审批程序。离开公职岗位后又重新担任公职的，依照本规
定第三条规定履行处分审批程序。党纪处分决定作出后，
应当抄告违纪党员所在党组织予以执行。

第四十四条 给予党员组织关系转入相应党的街道工作
委员会和所辖社区（村）党组织并实行社会化管理的国有企业
退休人员党纪处分，按照党员组织隶属关系，由党的街道纪
检监察工作委员会审查批准，其中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
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的还须报同级党的街道工作委员会
审议批准，给予开除党籍处分的还须依照本规定呈报派出党
的街道纪检监察工作委员会的地方纪委常委会审查批准。

前款规定的国有企业退休人员，其违纪行为主要发生在
在职期间或者与在职期间的职务有密切关联的，有监督执纪
权限的相应纪委监委、派驻纪检监察组或者国有企业内设纪
检组织审查后认为应当给予党纪处分的，可以按照其退休前
的干部人事管理权限确定处分批准权限、履行处分审批程
序。党纪处分决定作出后，应当抄告相应党的街道工作委员
会、党的街道纪检监察工作委员会予以执行。对于受到留党
察看处分的，由党的街道纪检监察工作委员会依照本规定第
二十一条第一款至第三款规定的条件，经其所在党支部党员
大会讨论形成决议，报请党的街道工作委员会审议同意后，

作出恢复其党员权利、延长一年留党察看期限或者给予其开
除党籍处分的决定，并抄告原作出党纪处分决定的党组织；
其中给予开除党籍处分的还须依照本规定呈报派出党的街
道纪检监察工作委员会的地方纪委常委会审查批准。

给予党员组织关系转入相应乡镇（街道）党委和所辖村
（社区）党组织并实行社会化管理的国有企业退休人员党纪
处分，参照前两款规定执行。

第四十五条 给予以退休方式移交人民政府安置的退
役军官中的党员党纪处分，一般可以根据其退役前的职级
或者军衔等级（适用于实行军衔主导的军官等级制度改革
后的退役军官，下同），由相应的地方纪委常委会审查批准，
其中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的还
须报同级地方党委常委会审议批准。

退役前系师职军官（大校军官以及相应职级文职干
部）、团职军官（上校、中校军官以及相应职级文职干部）的，
一般应当分别由省级纪委、设区的市级纪委负责履行处分
审批程序；系营职以下军官（少校以下军官以及相应职级文
职干部）的，由县级纪委负责履行处分审批程序。

第四十六条 给予以逐月领取退役金或者自主择业方
式安置且未被停发退役金的退役军官中的党员党纪处分，
由其组织关系所在地的县级纪委常委会审查批准，其中拟
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的还须报
同级地方党委常委会审议批准。

给予以复员方式退役的退役军官，以及采取以逐月领
取退役金、自主就业、退休或者供养方式安置的退役军士中
的党员党纪处分，由其组织关系所在党组织依照本规定履
行处分审批程序。

第四十七条 本规定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规定中
的退役军官、军士的违纪行为主要发生在服役期间或者与
服役期间的职务有密切关联，由军队纪律检查机关审查的，
军队纪律检查机关可以依照其退役前的职务对应的处分批
准权限履行处分审批程序并作出党纪处分决定，抄告退役
军官、军士组织关系所在地县级党委、纪委予以执行。

前款规定中的违纪行为由地方纪律检查机关立案审查
的，地方纪律检查机关可以依照本规定第四十五条、第四十

六条规定履行处分审批程序。
第四十八条 有监督执纪权限的纪律检查机关审查认

为预备党员违犯党纪，情节较轻，可以保留预备党员资格
的，可以直接给予其批评教育或者按照程序延长一次预备
期；情节较重的，应当按照程序取消其预备党员资格。

延长预备期、取消预备党员资格，由有监督执纪权限的
纪律检查机关向预备党员所在党组织提出书面建议，预备
党员所在党组织无正当理由应当采纳并交由预备党员所在
党支部党员大会讨论形成决议，呈报有审批预备党员权限
的基层党委批准后作出处理决定。

预备党员组织关系隶属于党的工作委员会的，参照前
款规定执行。

第六章 附则
第四十九条 本规定所确定的权限，均系应当遵照的

最低权限。
第五十条 本规定所称以上、以下，除有特别标明外均

含本级、本数。
第五十一条 本规定所称严重触犯刑律，是指因犯罪

被人民法院判处刑罚。
第五十二条 本规定所称履行处分审批程序，是指依

照本规定确定的处分批准权限和程序，对处分事宜进行审
议、报批并按照程序作出党纪处分决定。

第五十三条 本规定所称有监督执纪权限，是指按照监
督执纪工作实行分级负责制的规定，对涉嫌违纪党员有权行
使监督执纪职责，有权对其违纪问题予以立案审查，有权对
其提出党纪处分建议或者按照程序作出党纪处分决定。

第五十四条 军队处分违纪党员批准权限和程序规
定，由中央军委根据本规定制定。

第五十五条 本规定由中央纪委负责解释。
第五十六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中央纪委

1983年7月6日印发的《关于处分违犯党纪的党员批准权限
的具体规定》和1987年3月28日印发的《关于修改〈关于处
分违犯党纪的党员批准权限的具体规定〉的通知》同时废
止。此前有关规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