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鑫东方”向九寨沟捐赠救灾帐篷
价值 20多万元

本报讯（通讯员 葛鸿广 记者 殷
朝刚）9日晚，我市江苏鑫东方户外
用品有限公司厂区一片忙碌，工人
们正忙着将一批价值 20多万元的救
灾帐篷运上大货车，发往九寨沟地震
灾区。

8月 8日 21时 19分，四川省
阿坝州九寨沟县发生 7.0级地震，
灾情牵动全国人民的心。我市江苏
鑫东方户外用品有限公司从新闻中

获悉九寨沟的灾情后，立即召开会
议，决定从储备应急救援物资中捐
出价值 20多万元的救灾帐篷，并迅
速组织车辆，安排 3名驾驶员日夜
兼程把帐篷送到 2300多公里外的
九寨沟地震灾区。

鑫东方公司董事长陈永忠说，一
方有难，八方支持，这是中华传统美
德。公司向九寨沟捐赠帐篷既是向灾
区人民献爱心，更是尽企业的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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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2月，航天水力二期工程启动实施，新建 6600平方米大型流

体输送泵总装厂房，与原有工程配套形成年产 100台流体输送泵的总

产能。目前部分新厂房已进入室内装修阶段，预计明年春可投产。图为

已建成的新厂房局部。 王林山 居朕宇 摄影报道

捍海路将“改头换面”
本报讯（记者 殷朝刚）10日上午，

市政府召开捍海路断面改造工程动员
部署会，这标志着捍海路改造工程正式
启动。副市长李生、市政协副主席张拥
军出席会议。

捍海路原名外环路，全长约 14公
里，宽约15米。该道路2002年初建成
通车，至今已运行 15个年头。今年实
施的断面改造（一期）工程，北起通湖东
路，南至文游南路，跨越城南新区、高邮
镇辖区，全长 6.25公里。据介绍，该路
段改造后主路将成为双向4车道，并实
行主辅分离、机非分离，同时还为远期
快速化改造拓宽6车道等预留了空间。

断面改造（一期）工程将于 2018年 4
月18日前后建成通车。

李生在会上要求，要强化责任，抢
抓前期工作，确保工程顺利开工。要加
大政策宣传力度，切实做好拆迁户的安
置和绿化迁移工作；要通力配合，树立
精品意识，确保工程按时按序推进。各
相关部门和单位要加强沟通协作，形成
相互支持的强大合力；要高效运转，加
强督查考核，以查促干，以查促变，以查
促落实，确保工程如期竣工。

会上，城建局、高邮镇、供电公司等
部门单位负责人，围绕各自工作职责和
工作重点作表态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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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彭咏
记者 周雷森）盂城驿马饮塘
向南的一条河，河道虽经过
整治但河水依然很臭。收到
省环保督察组交办的问题
后，7月 12日，市水务部门
进行河道调水，调高水位，目
前水体处于流动状态，水质
恢复正常 。

送桥镇一个体小工厂无
营业执照，生产时散发刺鼻
油漆味、打磨粉尘污染多。7
月 14日晚，高新区收到省
环保督查组交办的问题后立
即赴现场调查，针对该加工
点无行政许可手续、未配套
污染防治设施，责令加工点
停止生产，并对生产设备进
行了查封。

……
记者从市环保部门获

悉，7月6日起，省环保第三
督察组正式进驻扬州，开展
为期一个月的环保督察。督
察期间，督察组共交办我市环
境信访问题30批78件，我市
坚持立行立改、即知即改、边
查边改，已办结29批74件。

自省环保督察组进驻扬
州以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
视，及时召开迎察动员部署
会议，要求各乡镇园区、各
有关部门单位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省督察组的工作
要求上来，从讲政治、讲大
局的高度，严格落实责任，强化督查考核，切实加大

“263”专项行动推进力度，以过得硬的行动和成效
主动接受省督察组的督察，推动全市生态文明建
设和“263”专项行动取得更大的突破。同时，成立
省环保督察工作高邮市协调联络组，下设综合组、
材料组、信访组等 6个专门小组，从相关职能部门
抽调人员，负责督察期间的综合协调、资料收集报
送、交办信访件办理、督察联络、后勤安全保障等工
作，确保省督察工作顺利开展。此外，各乡镇园区、
各部门坚决服从督察工作安排，凡是督察组需要
的资料，准确提供、第一时间呈报；凡是督察组召
集的各种会议会谈，认真准备，按时参加；凡是督
察组提出的建议，认真加以研究，迅速消化和吸纳。

环保督察组进驻扬州期间，我市对督察组发现
指出的问题，虚心接受、勇于面对，不回避，不遮掩，
不护短，制订切实可行的整改方案，能够马上整改
的，雷厉风行，立行立改，整改情况及时反馈督察组；
对存在问题的污染企业，按“263”专项行动的总要
求，该停产的一律停产，该限期治理的立即限期治
理，该关闭的坚决关闭。此外，严肃问责追究，对交办
案件慢作为、不作为、故意瞒报、弄虚作假的，依法依
规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

据统计，省环保督察组进驻扬州期间，我市累计
收到省督察组交办的各类环境信访问题78件，已办
结74件，正在办理4件。环保执法共检查企业 296
厂次，出动执法人员653人次，下达责令改正决定书
40份、行政处罚决定书 25件，下达处罚金额 75.62
万元，查封扣押 8起，关停取缔企业 2家、移送公安
机关1起。

“263”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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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凤诚赴清水潭旅游度假区调研景区建设工作，要求———

理清思路 加快推进
本报讯（记者 郭玉梅）10日上午，市

委书记勾凤诚率相关部门负责人，赴清水
潭旅游度假区调研景区建设工作。他强调，
清水潭旅游度假区管委会要进一步理清景
区建设思路，抓紧对接重点项目，加快景区
建设步伐。副市长王薇参加调研活动。

勾凤诚一行实地察看了清水潭旅游
度假区内正在实施的重点项目，并听取了
有关项目规划方案情况介绍和清水潭旅
游度假区管委会关于推进景区建设工作
的汇报，同时还就进一步又快又好推进清

水潭旅游度假区建设工作听取了相关职
能部门的意见和建议。

勾凤诚强调，虽然清水潭旅游度假区
建设工作已经启动，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还要进一步理清思路。大投入才有大回
报。清水潭旅游度假区总体投资体量大，
需要有实力、有经验、有情怀的重量级社
会资本前来投资，管委会务必要认真把
关。与此同时，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引
进社会资本以 PPP模式参与投资；或者直
接以国有资本投资，通过重点实施景区基

础设施建设来筑巢引凤，打造生态中心，
为景区未来发展留足空间。要抓紧对接。
管委会要迅速与有关方面进行对接，抓紧
进行商务谈判和 PPP项目入库工作，发改
委、财政局要成立专门的班子加大对旅游
PPP项目的研究力度，确保 PPP项目顺利
实施；同时要做好各类项目行政许可的对
接工作，明确到责任单位、责任人和时间
节点。开发区要加快研究利于景区管委会
高效运行的机制，为清水潭旅游度假区建
设提供人力和财力保障。

乐卓科技项目
签约落户界首

总投资5000万美元

本报讯 （通讯员 郭超 记者 殷朝刚）
10日下午，江苏乐卓通讯科技有限公司与
界首镇合作项目签约仪式在邮举行。市领
导吴惠山、邱加永出席签约活动。

据了解，该投资项目是一项集计算机
软件、通讯系统软件开发，计算机及辅助设
备、手机及配件制造加工销售于一体的高
端制造型项目。项目总投资5000万美元，
注册资本2000万美元。

副市长邱加永在签约仪式上致辞。他
说，乐卓科技项目技术含量高、产业前景
好，建成运营后，必将为我市经济发展注入
新的活力。他希望，市各相关部门要进一步
强化服务意识，降低审批门槛，为项目提供
政策、金融、科技等全方位服务；界首镇党
委政府要解放思想，创新方法，全力以赴为
项目建设保驾护航；乐卓通讯科技有限公
司要快速启动项目建设，确保项目早日建
成投产。

向幸福出发———

“寻找秦观故里最美
爱情故事”活动启动

本报讯（通讯员 徐娟 记者 玉梅）为
深入挖掘秦观故里七夕文化、大力宣传
感人爱情故事，传承家庭美德、培育良好
家风，日前，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妇
联、团市委、市文广新局联合启动“‘向幸
福出发’———寻找秦观故里最美爱情故
事”活动，面向全市寻找“最美爱情”，征
集最唯美的爱情故事。

据悉，此次征集的“最美爱情故事”
内容包括：夫妻（恋人）之间最浪漫的邂
逅、最忠贞的爱恋、最感动的坚守、最长
情的陪伴等，以见证爱情的伟大，为更多
年轻人提供榜样力量，帮助他们树立正
确的婚恋观、家庭观，传承家庭美德、培
育优良家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此次活动采取单位（组织）推荐、个人自
荐和社会推荐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推荐
单位或个人填报推荐表后，于 8月 20日
之前将候选材料报送市妇联。

据悉，主办单位将对所有推荐材料进
行审核，择优评选出“最美爱情故事”给予
表彰，并在《高邮日报》上进行宣传。

龙虬镇成为“国家卫生镇”
本报讯（通讯员 范习岭 记者 东方）记者从市

爱卫办获悉，日前，龙虬镇荣获“国家卫生镇”称
号，成为我市继菱塘回族乡之后的第二个“国家
卫生镇”。

近年来，龙虬镇党委政府紧紧围绕“以龙虬文
化为灵魂、以制度建设为保障、以富民强镇为目
标、以生态文明为根本”的战略部署，紧扣“重大
项目攻坚年、遗址公园建设年、三镇同创创建年、
镇村形象提升年”的工作思路，解放思想、求真务
实，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长
足进步的同时，该镇爱国卫生和“国家卫生镇”创
建工作也取得了显著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