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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云全 通讯
员 董琪）为促进我区非公经济实现快速
发展和转型升级，全面落实民企领域改
革攻坚任务，近日，区工信局在康佳生命
科学创新中心举办了“小升规”政策集中
宣讲会。

此次活动邀请了市工信局、市统计
局和市税务局相关负责人和专家，围绕
高成长创新型企业扶持，专精特新、瞪
羚独角兽企业申报，“小升规”纳统申
报，增值税改革政策等方面进行全面解
读。通过活动，让与会企业了解当前的
扶持政策，进一步树立企业升规的发展
思路。

“小升规”工作是民企领域改革攻坚
重点任务之一。为推动小型企业转型升
级规模企业，区工信局重点从四个方面
开展工作。

对年营业收入1000-2000万元的工
业企业进行全面摸排，纳入培育库进行

“小升规”指导培育。建立对接机制，对
纳入培育库的企业逐一对接，跟踪指导
服务；对经培育达到升规条件的，积极对
接统计部门进行纳统申报。加大融资支
持力度，积极对接“小升规”重点培育企
业的融资需求，优先落实无还本续贷、中
期流动资金贷款、信用担保贷款等融资
支持措施，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高贷款
获得率。加强政策引导，对新升规企业，
推荐申报10万元的贴息补助和省一次性
10万元奖励。

下一步，区工信局将继续通过组织
专场培训、网络培训、微信公众号和芝罘
云平台等渠道开展政策宣传，采取“一对
一”上门精准服务等方式，扎实推进企业

“小升规”和高成长创新型企业培育工
作，进一步释放企业发展活力，提升企业
发展动能，推动我区中小微企业实现更
好更快发展。

区工信局组织开展
“小升规”政策宣讲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禛祎
通讯员 崔鑫 常晟）为全面加强青
年干部对党的历史、优良传统和作
风等方面的教育，近日，我区“赛场
选马”“添翼助跑”2个培训计划举
办首期“初心课堂”，邀请考核评价
中心党支部书记曾现书带来名为
《万水千山只等闲——我们熟悉与
不熟悉的长征》主题党课，帮助青
年干部从伟大的长征精神中汲取
养分、坚定信念、坚守信仰。

主题党课开始前，全体党员重
温入党誓词，一同回顾了伟大长征
中湘江战役、遵义会议、强渡大渡
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
腊子口战役、三军大会师等历史片

段。随后，围绕为什么要长征、长
征过程中的重大事件、重大转折背
后的故事等问题，深入分析红军是
如何历经曲折、战胜重重艰难险
阻，保存和锻炼革命力量，将中国
革命的大本营转移到西北，为开展
抗日战争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创
造了条件。

人手一本的课件画册以及在
会议室正前方的大屏幕上，都清晰
展示着长征路线图。同时，本次党
课创新采取“讲述+朗诵”的方式，
精心选取《清平乐·会昌》等7首诗
词，与授课交叉呼应，形象生动地
反映重大转折背后的情感厚度，60
多名青年党员坐在台下全神贯注

聆听，详实的资料、朴实的语言和
激昂的诵读将在场党员重新带到
那个战火纷飞的激情岁月，深深触
动着每一名党员们的心弦。

曾现书说：“历史是最好的教
科书，红军战士在党的领导下，靠
着双脚一步步长驱二万五千里，纵
横11个省，成就了人类历史上的伟
大壮举。长征已经过去80多年，但
伟大的长征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精
神财富没有过时，我们要向长征精
神学习，实事求是、勇于担当、无私
奉献、砥砺前行，为建设芝罘贡献
力量。”我区“赛场选马”培训计划
学员钱晓琳在聆听长征主题党课
后说道：“追寻长征足迹，探访峥嵘

岁月，让我们再度体会了党的光荣
传统、优良作风，作为青年干部，更
应重整行装，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
态、更加扎实的工作举措投身芝罘
发展大潮。”

党课结束后，“赛场选马”“添翼
助跑”培训计划学员围绕“走好新时
代长征路”举行交流座谈。青年党
员干部纷纷表示，此次讲授内容丰
富、语言生动、深入浅出，使聆听者
深受启发，只有不忘来路，才能走好
正路，开辟新路。今后要牢记长征
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勇担职责使
命，将学习伟大长征精神的效果转
化为攻坚克难、干事创业的实际成
果，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禛祎 通讯
员 吴爽）近日，区89000民生服务中心
组织党员干部学习《中国共产党第十九
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及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
目标的建议》，并对积极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全力攻坚群众满意
度提升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通过学习会议精神，党员干部将全
面统一思想，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充分认识五
中全会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
义，全面落实好、学习好、宣传好十九届
五中全会精神，确保学深悟透做实、入脑
入心见行。

中心要紧紧围绕“民生福祉达到新
水平”等“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
要目标，“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提高社会
建设水平”的任务目标，结合我区群众工
作实际，切实推动年底城乡居民满意度
成绩攻坚工作开展，抓实群众联系、问题
解决、为民服务实事等各项工作，不断提
升全区群众满意度。

同时，积极谋划“十四五”期间全区
工作部署，持续完善群众工作体系建
设，统筹推进全区群众工作开展，强化
建立家人式党群干群关系，持续拓宽
联系群众渠道，着力加强群众诉求化
解，突出用好督考、攻坚、宣传等抓手，
以实干的精神、担当的气魄，实现全区
群众工作新突破，民生福祉达到新水
平。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雯豪
通讯员 李春涛）为全面贯彻落实十
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充分发挥党建
引领作用，不断推动非公党建工作
创新，提升非公企业党建工作水
平，近日，区工商联举办了为期3天
的全区非公企业党组织书记培训
班，全区非公企业党组织书记80余
人参加此次培训。

主题党课开讲，凝聚精神力
量。培训班上，区非公经济组织综
合党委书记刁学仑指出，加强非公
企业党的建设，是扩大党的群众基
础、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的需要，
也是保护非公企业中广大职工合
法权益和引导非公企业健康发展

的需要。希望参训人员认真学习
领会培训内容，并通过学习切实增
强政治水平，拓宽工作思路、方法，
齐心协力开展好非公党建工作，打
造芝罘非公党建品牌，为全区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贡献。培训
中，刁学仑为大家讲述了一堂内涵
丰富的党课，围绕非公企业为什么
要抓党建、非公企业抓党建的好处
和非公企业怎样抓党建进行。随
后，区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常
娜娜带领大家一起学习了十九届
五中全会精神。

专题辅导授课，扩充知识储
备。来自区委党校的授课老师以
《深入学习全会精神，坚持和完善党

的领导》《学好用好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第三卷》进行专题授课，引导学员
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要坚持问题导向，结合思想
上的困惑、工作中的难点，加强研究
思考，寻找对策答案，做到知其事、
究其道、用其法。学员听后纷纷表
示受益匪浅，以后要切实做到知行
合一、学以致用，结合企业发展实
际，把学习收获转化为破解企业发
展瓶颈、提高发展质量的责任担当，
加强党建业务融合、提高党建工作
质量的思路举措，为企业高质量发
展提供坚强保证。

观摩示范企业，促进经验交
流。活动组织观摩了烟台顺达口

腔医院、家美妇产医院、开发区元
亨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衡山路商圈
党委的党建和企业文化，并进行座
谈交流。此次观摩，既锤炼了党
性、升华了灵魂，又极大激发了自
我加压、撸起袖子加油干的信心和
动力，在以后工作中，大家将以更
大的热情干好非公党建工作，积极
推动企业健康发展。

下一步，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
综合党委将以此次非公党组织书
记培训班为契机，认真研究谋划，
定期跟踪调度，进一步激励全区非
公企业勇担职责使命，着力攻坚克
难，为推进我区非公经济的持续、
快速、健康发展奠定基础。

开讲党课 专题辅导 观摩企业
区工商联举办非公企业党组织书记培训班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云全
通讯员 天成 摄影报道）为进一步
强化红色先锋·西部启航联盟的凝
聚力、战斗力、向心力，近日，区行
政审批服务局作为轮值主席单位，
在区委党校举办“讲述党员先锋故
事 传递模范榜样力量”主题党日
活动，14个联盟成员单位90余名
党员参会。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
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
党员义务……”活动伊始，在区行
政审批服务局党支部书记的带领
下，全体党员庄严肃立，举起右手
郑重宣誓，再次重温入党誓词。
随后，区委党校孙向荣老师围绕
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内涵，用通
俗易懂的语言为大家讲述《深刻
领会全会精神 争当学习实践表
率》专题理论课。通过集中学习，
大家一致表示，要深刻领会精神
实质，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全会精神上，锐意进取、埋头苦
干、履职尽责。区委区直机关工
委副书记以《英雄赞歌 气壮山
河》为主题，将抗美援朝战争中长
津湖战役作为历史背景和叙事主
线，以“情景再现”的模式，为大家
讲述了一堂生动的艺术党课，现
场掌声不断，进一步激励了党员
干部坚定理想信念，传承以爱国
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此次活动还设置了“最美党
员”展风采环节。为评选红色先
锋·西部启航联盟“最美党员”，14
个参评部门对“最美党员”逐一进
行演讲展示，评委结合党员的政治
素质、工作业绩、党性修养等综合

表现进行评分。最终，巾帼不让须
眉的白衣战士林范洪、最美行政审
批人冷飞、“不在编的信访干部”杨
希勇、用脚步丈量芝罘的翟梅杰4
位党员获评为红色先锋·西部启航
联盟“最美党员”。通过“最美党
员”评选活动，让“一滴水”折射出
更多正能量，在机关干部中营造出
由人人学习“最美”到人人争做“最
美”的浓厚氛围。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
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推动全会精神
深入基层、走进群众，近期，围绕本
次主题党日活动，各部门还积极开
展“志愿服务我先行”志愿服务系
列活动。运用百姓听得懂、喜欢听
的“乡音土语”，谈发展、拉家常，让
党的理论“接地气”“冒热气”“有人
气”，推动五中全会精神不断往深
里走、往实里走，飞入寻常百姓家。

通过开展“红色先锋”联盟主
题党日活动，织紧一条协同联动、
资源共享、学习交流的“红纽带”，
营造各部门党员干部互帮互助、互
学互鉴的良好氛围，让原本互不认
识的党员通过联盟共建成为一家
人，这个大家庭将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争做联盟活动的积极参与
者、党建工作的率先领跑者、服务
群众的模范志愿者。

区89000民生服务中心
学习五中全会精神

讲述先锋故事 传递榜样力量
红色先锋·西部启航联盟举办主题党日活动

“初心课堂”追寻长征足迹
我区“赛场选马”“添翼助跑”培训计划首期课堂开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