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中共高邮市委 高邮市人民政府 主办 高邮市新闻信息中心 承办

总第 2979期
2016年第150期

&'()年 *月 &日
丙申年六月三十 星期二

今日4版

今 日 高 邮 ：http://www.gytoday.cn

热 线 ：84683100 今 日 高 邮 网 址 ：http://www.gytoday.cn 在 线 投 稿 ：http://tg.gytoday.cn 天 气 预 报 ：多 云 转 阴 有 雷 阵 雨 ，偏 东 风 3-4级 ，气 温 27-35℃ 。免费赠阅

纪
委
多
举
措
整
治
违
规
吃
请

!

公
款
吃
喝

本报讯 日前，记者从市
纪委获悉，根据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和省纪委关于开展违
规吃请和公款吃喝问题专项
整治工作的要求，市纪委采
用“1+1”模式，积极开展违规
吃请、公款吃喝专项整治工
作，坚决防止“四风”反弹。

在专项整治工作开展
中，市纪委第一时间向各乡
镇（园区）、部门单位转发了
省纪委下发的关于开展违
规吃请和公款吃喝问题专
项整治通知，要求各地各部
门要把此次专项整治工作
作为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采取有力措施，积极营造对
违规吃请和公款吃喝“不敢、
不想、不能”的良好氛围；要
认真进行自查自纠，组织专
业财务审计人员赴各地各部
门开展检查，确保存在问题
能及时发现、纠正到位。

此外，为进一步深化和
巩固此次专项整治的成果，
市纪委还将牵头市委办、政
府办，商务局、外侨办等多个

单位，从接待审批、财务报支、经费管理等
细节入手，制定全市重大活动管理、公务
商务接待、出国（境）出差经费管理等三个
环节的操作规范，为公务、商务、出差经费
建章立制，严格公务接待和工作餐管理，
严肃财经纪律，形成长效管理机制。

邮党风 王小敏

坚持项目为王，在扩总量、提质量中不断壮
大发展实力

坚持创新引领，在抓改革、强服务中不断激
发发展活力

坚持城乡统筹，在提品质、促平衡中不断优
化发展空间

坚持生态优先，在兴文化、促和谐中不断放
大发展优势

坚持共建共享，在惠民生、办实事中不断汇
聚发展合力

扬州市华翔有色金属有限公司总投资10亿元的
废铅无害化处理及综合利用技改项目目前正在如火
如荼地推进之中。项目采用国际领先的意大利安吉
泰克破碎分选技术，投产后将进一步完善和提升该企
业相关生产工艺。图为施工人员正在新厂房做工程扫
尾工作。 王林山 摄

盛夏的果实大又甜

城南新区揽获1.6亿美元外资项目
本报讯 经过近2个月的高频率互动、零距

离洽谈、多方位磨合，总投资1.6亿美元的汇德力
钢丝绳项目于近日正式签约落户城南新区，为
城南新区唱响“重大产业项目优化年”主旋律再
添一个高亢音符。

今年以来，城南新区将招大引强作为蓄积

增长动能的“头版头条”，不断加大人力、财力等
要素倾斜力度，进一步充实招商力量，并实行

“计划到周、任务到人、对接到企、考核到月”精
细化、精准化管理，形成了“党政同责、政社主
导、干群一体”的大招商格局，工作人员招商的
劲头更足了，项目的来路更宽了。今年以来，城

南新区已累计新签亿元以上项目11个，其中10
亿元项目3个、5亿元项目4个。

据城南新区负责人介绍，总投资1.6亿美元
的汇德力钢丝绳项目落户新区，主要得益于新
区以政策为导向，借助大连理工大学高邮研究
院尖端人才、高端技术优势，主动走出去吸引
外来投资形成的“智本+资本”效应。据悉，汇德
力钢丝绳项目计划用地280亩，首期100亩，由德
资企业力福汀钢绳（上海）公司投资建设，主要
生产起重机、水利水电、海上石油平台、索道、煤
矿机械等行业用钢丝绳，产品面向全球市场，全
部达产后年产销将达20亿元。 卢国庆 郭玉梅

市领导走访慰问转业军人
本报讯 8月1日上午，市委常委、市人武部政委

陈立柱在市公安局主要负责人的陪同下，前往转
业军人戚华春家中进行走访慰问，详细了解戚华
春的工作和家庭生活状况，并勉励其坚定信心，
直面困难，积极生活，继续发扬部队军人的优良作
风，干好本职工作，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不断作出
新贡献。

2000年，戚华春从部队转业回邮，后在市公安
局工作。2007年6月26日凌晨，戚华春的妻子突然双
目失明，随即又全身麻木。多年来，他不离不弃，始
终精心照料妻子，用心经营自己的家庭，用爱的承
诺诠释了最美家庭的深刻内涵。前不久，戚华春家
庭入选“江苏最美家庭”。

尤宫新 王小敏

通湖大桥、海潮大桥
运动休闲公园对外开放

本报讯 8月1日上午，我市举行通湖大桥、海潮
大桥运动休闲公园开园仪式。市长潘学元宣布公园
开园，副市长钱富强、潘建奇参加活动。

据了解，通湖大桥、海潮大桥运动休闲公园总
投资442万元，于今年4月18日开工建设，提前一个
月完工。公园充分利用桥下空间，建成了集健身、
休闲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市民运动休闲场所。其
中，通湖大桥桥底空间占地约4700平方米，海潮大
桥东西两侧桥底空间占地约600平方米。新建的健
身休闲场所包括篮球、羽毛球、乒乓球、足球等运
动场所以及健身器械区、儿童活动区等。场地地面
铺设了具有弹性缓冲效果的硅PU材料，并对桥下
墙面顶面进行运动彩绘装饰，将人文与生态、休闲
与运动有机融合在一起。

钱富强在仪式上表示，今年市委市政府不但
要全力推动在建的3个城市体育休闲公园尽快完
工，还将陆续启动多个城市公园建设项目，让群众
享受城市建设成果、惠民工程福利。他希望市各相
关部门单位和乡镇（园区）要进一步加强组织领
导，高起点规划，高品位建设，高质量施工，优质、
高效地完成城市公园体系建设的各项目标任务，
为更好地提升城市形象，增进民生福祉作出更大的
贡献。 居思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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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市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

全市上下迅速掀起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热潮
本报讯 市第十一次党代会于 7月 30日

胜利闭幕后，全市上下迅速掀起学习贯彻党代
会精神的热潮。大家纷纷结合工作实际及岗位
职责谈感受、献良策、谋发展，为实现“一个提
高”“两个高于”“五个更加”，加快建设“经济
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的新高
邮，提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多贡献、挑大梁。

市人大机关
8月 1日下午，市人大机关召开专题学

习会，传达学习市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市人
大常委会主任张秋红主持学习会并讲话。市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葛桂秋、薛晓寒、孙明如、王
永海参加学习会。

张秋红要求，市人大机关全体工作人
员要认真学习，全面理解党代会精神，切实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代会精神上来。要联
系自身实际，紧扣党代会确定的中心工作要
求、紧扣融合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的要求、紧
扣市政府推进各项工作中存在的重点和难点
问题、紧扣人大年初确定的各项工作内容等，
进一步履行好工作职责，以细致的工作举措、
扎实的工作成效，为推进全市今后一段时期
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健康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
献。要学做统一，准确把握新常态下“从严治
党”的新要求、新任务。

市政协机关
8月 1日下午，市政协主席徐永宝主持

召开政协机关全体工作人员会议，学习贯彻
落实中国共产党高邮市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精
神。市政协副主席王薇、张贵龙、张拥军、居
晓波，秘书长林荣岩参加会议。

徐永宝要求，政协机关全体人员要开展

调查研究，多为建设新高邮“添智力”；围绕
全面深化改革，努力出实招、谋良策，多为建
设新高邮“聚合力”；要主动协助市委、市政府
做好政策宣传、舆论引导、形势分析、释疑解
惑等工作，多为建设新高邮“增助力”；坚持大
团结、大联合，密切联系沟通社会各界人士，使
团结的面越来越宽、团结的同心圆越画越大；
要重视自身建设，多为建设新高邮“强能力”。

市纪委
8月 1日下午，市纪委召开机关全体人

员会议，传达学习市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会
上，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朱莉莉要求，要把
学习贯彻市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一
项重大政治任务，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代
会的部署上来，继续聚焦主业主责，强化正风
肃纪，坚持“三个区分开来”，综合运用监督执
纪“四种形态”，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工作，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

市公安局
市第十一次党代会胜利闭幕后，市公安

局迅速掀起学习党代会精神的热潮。8月 1
日上午，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高长明主持召
开专题会议，要求全市公安民警要统一思想，
充分认识此次党代会的重大意义和精神实
质；要认真履职，扎实做好当前各项公安工
作，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平安保障。

市委办公室
8月 1日，市委办公室组织全体人员认

真学习贯彻市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要求市

委办全体工作人员，要把学习贯彻市第十一
次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首要的政治任务，深刻
领会、准确把握，真正做到带头学、学深学透，
率先干、干实干好。要紧紧围绕党代会提出的
新目标、新要求、新任务，心系大局、胸怀大局、
服务大局。

市委宣传部
8月1日上午，市委宣传部召开机关全体

人员学习会，传达贯彻市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
会议要求，宣传部全体人员要切实抓好自身学
习，把握精神实质，力求学习效果，尤其是对报
告中宣传文化方面的论述更要学深悟透。要
充分利用各种媒介和载体，精心营造全市学习
宣传贯彻党代会精神的浓烈氛围。

城南新区
8月 1日上午，城南新区召开党政联席

会，传达学习市十一次党代会精神。会议要
求，要以实际行动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聚焦
聚力“省级开发区、国家特色园、邮城主版块、
创新新高地”，强化项目支撑，扩总量提质量，
重点要精耕细作“四大特色园”，努力推动城
南新区综合实力再上新台阶。

市交通运输局
市第十一次党代会闭幕后，市交通运输

局及时组织党员干部学习贯彻会议精神，以
“十三五”交通规划宏伟蓝图为引领，加快推
进 S611、S333高邮东段、界首运河大桥等重
点交通工程，启动高邮东部港口码头建设，加
快推进连淮扬镇铁路建设。 本报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