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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周雷森）昨
日下午，市政府召开全市上半
年经济形势分析会，分析总结
上半年全市经济运行情况。市
长潘学元要求，要始终坚持发
展定力不动摇，坚持工业强市
战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坚
定不移地走符合高邮实际的
科学发展道路。副市长刘春
林、邱加永、王薇、王永海、李
生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吴惠山、市政协副主席钱
富强应邀参加会议。

潘学元充分肯定了全市上
半年经济工作取得的成绩。他
指出，上半年，我市主要经济指
标保持了较快增长势头，增速
居扬州各县（市、区）前列；项目
建设全面提速，形势喜人；市级
部门创新服务手段，服务实体
经济更加到位。

潘学元强调，要始终坚持
发展定力不动摇，坚持工业强
市战略，狠抓项目建设，强化
招商引资，在区域发展中争得
主动权。要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走新型发展路子，坚定不
移、持之以恒地推进“263”专
项行动，积极实施“十百千万”
工程，抓好三年增林造绿工
程，把好项目准入关，做好生
态经济的“加减乘除”，打好生
态底色，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
空间。要坚定不移地走符合高
邮实际的科学发展道路，对于
近年来我市推出的培育资本市场、推动兼并重组、
强化招商引资、开展“三服务”、深化“放管服”改革
等已经被实践证明符合高邮发展实际、激发高邮发
展活力的一系列发展举措，必须持之以恒、锲而不
舍地抓下去，进一步提升高邮区域竞争力和可持续
发展能力。

针对各地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不平衡性，潘学元
要求，各乡镇、园区主要负责人要进一步增强发展
的危机感和紧迫感，分析原因、查找症结，振作精
神、真抓实干，全身心地投入发展之中，力争各项目
标任务实现“双过半”“硬过半”。

潘学元还就做好下半年重点工作提出要求。
会上，与会副市长对分管的经济工作进行了

点评。市统计局、发改委、经信委、财政局分别通报
了上半年全市经济运行、重大项目建设、工业经济
运行、财政收入完成情况，同时分析了存在的问题
和下一步的推进措施，各乡镇、园区汇报了主要经
济指标完成情况、重大项目建设情况和提请市级
层面帮助协调解决的问题。

今日总值班 夏在祥
责编 郭兴荣 板式 张增强

开发区文化体育休闲公园体系率先建成
提前 4个月完成市下达目标任务

本报讯（邵德军 居朕宇）日前，开
发区对全区镇（园区）村（社区）文化
体育休闲公园体系建设工程进行全
面督查验收，15个村（社区）新建的
体育休闲公园均达到了“六个一”的
标准，顺利通过验收。这标志着开发
区在全市各乡镇园区中率先完成镇
（园区）村（社区）文化体育休闲公园
体系建设目标任务。

镇（园区）村（社区）公园体系建
设是我市推进江淮生态大走廊建设
的一项重要内容。市委市政府明确
提出，这项工程必须在今年 10月 1
日之前实施到位。早在今年年初，开
发区就结合“美丽乡村”建设进行全
面规划，并根据各村（社区）的实际
状况，因地制宜，逐一落实公园地址
和建设改造方案等。

为确保工程顺利推进，开发区
采取以奖代补或先建后补的办法多

方筹措资金，力促工程尽早开工。在
建设要求和质量方面，开发区提出
了“六个一”的标准。目前，全区 19
个村（社区）每村至少拥有一处文化
体育休闲公园，提前 4个月完成市
下达的目标任务。

“我们村的公园临河而建，不仅
有各种健身器材，还有塑胶跑道、休
闲凉亭。更让人感到高兴的是，随着
一系列亮化工程的建成，这里晚上
跟白天一个样，亮烁烁的，一天忙下
来后，大家都爱到公园里逛一逛、走
一走，心里别提有多舒坦了。”开发
区灯塔村休闲公园附近的居民开心
地说。“目前，我们正在就各村（社
区）文化体育休闲公园的日常管理
和服务进行协调，以建立一套常态
化的管理服务机制，最大程度地发
挥社区体育休闲公园的功能和作
用。”开发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中国农业大学考察团来邮调研
本报讯（通讯员 邱剑 记者 陆业斌）

23日至 24日，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
气工程学院副院长杜松怀带领中国农业
大学考察团，专程来邮走访调研，就产业
深度融合发展与我市进行交流。市委常
委、市政府党组成员、市委统战部部长杨
文喜参加活动。

23日上午，中国农业大学考察团一行
7人，首先调研了扬州高邮国家农业科技园
区，实地考察了惠万家农业、飞扬农业公司
以及项目施工现场，并举行了产业发展座
谈。座谈会上，双方介绍了各自的基本情
况，希望在畜禽养殖污染处理、农村能源利
用、水产养殖物联网、高端农业人才引进、
校地产学研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

在邮期间，中国农业大学考察团还分
三个小组，在市科技局和市农委的带领下，
分别赴相关企业调研走访，寻求合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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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协首次督办6号重点提案
本报讯（通讯员 盛莉 记者 杨晓

莉）26日上午，市政协召开 6号重点
提案首次督办会。副市长王薇、市政协
副主席居晓波参加督办会。

6号重点提案《加快推进我市全域
旅游建设步伐的建议》由市政协委员
成杰提出，该提案由市旅游局主办，市
农委、文广新局、规划局、体育局协办。
督办会上，主、协办单位分管负责人分
别汇报了提案办理工作进展情况。提
案人就如何进一步提升提案办理质量
提出意见和建议。

王薇表示，下一步，将加快全域旅
游规划编制，突出规划引领作用，推动

全域旅游发展；突出政府主导，发挥市
场作用，高标准打造好全域旅游产品，
完善全域旅游配套功能；进一步推进文
体旅游产业融合，做好“旅游 +”大文
章；突出宣传营销，提升旅游服务质量，
推进全域旅游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居晓波希望，主、协办部门主动对
接，科学规划，突出高邮特色、融入高
邮文化、用足“高邮元素”；全力做活做
好水、古、邮文章，促进全域旅游发展；
进一步提升城市质态，奋力打造全域
旅游“核心区”；加大宣传力度，推出朗
朗上口的旅游口号，大力发展全域旅
游，让高邮旅游市场活起来、火起来。

让“斑马线礼让行人”成为一道靓丽风景线
□ 本报特约评论员

近期，“斑马线礼让行人”成为人们热议的
话题。应该说，这在几年的创建过程中已经不是
一个新话题。之所以此时成为一个关注焦点，在
于主管部门在这个问题上动了真格，广大市民
也自觉遵守这一基本行为规范。此事看起来虽
小，但是让人在斑马线上看到了文明的风景，
必须点一个大大的“赞”！

“斑马线礼让行人”，看起来是车让人，实际
上是人让人。车上的人让车外的人，为的是行车
的规矩，为的也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特别是斑
马线上的老人、学生以及抱着小孩带着东西的
市民，有时候可能交通信号灯已经变化，但他们
还不能顺利通过的时候，就需要开车人能够守
住规矩，等他们顺利通过。即便是在暂时没有行
人的交通路口，驾车人也要注意适当减速通过，
这不仅仅是一个良好的习惯，也是为了避免意
外事件的发生。总之，路口慢一点，留点时间相
互给个微笑，繁忙的路口一定会更美好。

在城区，“斑马线礼让行人”尤其在没有交
通信号灯的路口显得尤为重要。没有信号灯的
斑马线一般都是因单位或小区出入口而设置
的，这里相对于有信号灯的斑马线往往更容易

出现不遵守交通规则的问题。开车人这时候礼
让行人更能体现守规矩、懂礼貌、讲文明。在交
通路口，有时候是欲速则不达，机动车不让人，
人不让机动车，只能造成更加缓慢拥堵的局
面。开车人主动让一让、大家相互让一让，心里
顺了，路上自然就更顺了。

对于步行或者骑行通过斑马线的市民而
言，也要树立相互礼让的意识。过马路前要

“一停二看三通过”，自己先把安全预留下来，
也将顺畅留给别人。出行的市民特别要注意
不能因为“斑马线礼让行人”，就自恃有人让
而不遵守交通规则，甚至横冲直撞。礼让是相
互的，行人要对别人的礼让心存一份感激，而
不是因为车要让人就我行我素———换个角度
来讲，你如果是一名司机的话，对于这样的行
人你会作何感想呢？

城市是我家，创建靠大家。“斑马线礼让
行人”不仅是一项文明测评指标，更是一项交
通规则。笔者希望广大市民将这一规则内化
为自觉行动，通过创建活动的开展，让文明礼
仪成为一种优雅的自然表现，让“斑马线礼让
行人”成为邮城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勾凤诚调研重点项目规划情况时要求———

高瞻远瞩 科学规划
本报讯（记者 郭玉梅）26日上午，市

委书记勾凤诚率市委办、规划局、交通局、
水利局、城建局、旅游局以及水投、交投、
文旅公司等部门主要负责人，实地调研我
市重点项目规划建设情况。他强调，重点
项目建设事关高邮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
一定要本着对高邮历史和人民负责的态
度，站在全局的高度，高瞻远瞩，科学做好
重点项目的规划设计工作。副市长李生参
加调研活动。

勾凤诚一行先后来到规划建设的
S333特大桥连接郊野公园互通、运河东
堤跨闸大桥、大寨河整治、马饮塘河整治、
先锋支河整治、红旗河水系调整以及运河
东堤高邮港段道路等重点项目现场，实地
了解项目规划情况，并就进一步完善和优
化项目规划方案提出指导性意见。

调研中，勾凤诚强调，重点项目的规
划工作要以城市总规为引领，站在全局的
高度和城市未来发展的趋势以及空间布
局，高点定位，高瞻远瞩，科学做好重点项
目的规划编制工作，不断提升城市的承载
空间。要认真谋划，精心做好城市重大交
通基础设施的选址规划，既要畅通对外交
通，更要实现市内连接联通，为我市旅游
业健康快速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要在做

好重点项目规划的同时，严格控制项目周
边的规划红线，坚守生态底线，确保每一
个重点项目尤其是城区河道建成后都是
城市靓丽的生态风景线。

勾凤诚要求，规划部门要切实做好各
类重点项目规划的统筹工作，其他各相关
职能部门要按照规划的要求做好配合工
作，共同推进重点项目的规划建设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