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总值班 夏在祥

责任编辑 张维峰 版式设计 张增强 连日来，广大农民抢抓晴好天气收割水稻，确保秋熟粮食颗粒归仓。图为
10月 31日中午，记者在三垛镇东楼村七组拍摄到的收割场景。陆业斌摄

高新区获两项国家级产业基地称号
本报讯（通讯员 宰森旺

盛大刚 记者 管玮玮）记者
从相关部门获悉，继今年 7
月份高新区获批“省级知识
产权试点园区”之后，日前，
国家科技部火炬中心与中国
产学研合作促进会先后下发
文件，认定该区为“国家级火
炬扬州高邮智慧照明特色产
业基地”和“中国产学研合作
创新示范基地”。

近年来，高新区在做好
产业规划布局的基础上，积
极引进培育龙头骨干企业，
集聚照明产业创新企业和科
技服务机构，使全区有效形
成了智慧照明及上下游产品
研发和生产的集聚区和辐射

地。截至目前，高新区已拥有
道路照明研发和生产企业
500多家，其中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 50家、江苏省民营科技
企业 70多家、市级以上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40家。同时，
该区还积极“借智”发力，相
继成功引进上海同济大学和
山东济南大学建立技术转移
分中心，与武汉理工大学共
建研究院，并与上海产业技
术研究院、陕西科技大学、上
海海事大学、南京航空航天
大学等科研院所开展实质性
的产学研合作项目 168个以
上，这些项目的持续推进对
高新区未来的发展将起到引
领和带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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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畔水产专业合作社王鲜记农场成
“全国休闲渔业示范基地”
本报讯（记者 陆业斌）日前，农业

部办公厅公布了 2017年休闲渔业品牌
创建主体认定名单，高邮市湖畔水产专
业合作社基地王鲜记农场榜上有名，被
认定为“全国休闲渔业示范基地”。

高邮市湖畔水产专业合作社王鲜
记农场坐落于菱塘回族乡的菱塘村，成
立于 2011年 5月，现有社员 53人，拥
有养殖基地面积 133.3公顷，并配套建
设了现代化育种场，是目前苏北地区最
大的水产专业合作社。该合作社以养殖
农户为主体，引入现代化企业管理制
度，主要从事水产品养殖生产、经营、服
务，主要产品有大闸蟹、龙虾、淡水鱼
等。为推广高邮湖生态养殖，该合作社
开辟了 3000多亩高邮湖滩涂，改零星
养殖为规模养殖，改一般养殖为绿色养
殖，严格按照农业部水产健康养殖示范
农场的要求，利用全生物的水质改良体
系，实现了零排放，全新打造出一处生
态农场。

我市国税收入增长喜人
本报讯（通讯员 姜振兴 记者

殷朝刚）日前，记者从全市财政收
入督查推进会上了解到，今年 1至
10月份，市国税预计实现公共财政
预算收入 11.9亿元，同比增长
57.41%，完成全年税收任务 13.09
亿元的 90.91%，超序时 7.6个百分
点，增长幅度名列扬州第一。

为不折不扣完成全年目标任
务，市国税局既分析税收形势，又加
大对重点税源及重点税收部位的监
管力度。10月份是最后一个企业所
得税预缴期，市国税局组织各分局
全力投入企业所得税预缴工作，10
月份共组织征收所得税 16553万

元，同比增长 124.05%，净增收
9165万元。与此同时，该局加大对
重点税收部位的风险评估，发现问
题及时上门服务，10月份通过风险
评估入库税收 1150万元，而这一
项征管税收在去年同期却为零。

为确保顺利完成全年国税征收
目标任务，并多挑重担，下一步，市国
税局将组织开展“税收收入突击季”活
动，加大对重点税源户的走访、调研、
摸底、对接力度，做到应收尽收。同时，
加大对外埠税源的“引征”力度，使油
田税收、在邮施工建筑企业、房地产业
税收等进入本地“税库”，力争圆满完
成15亿元的国税收入新目标。

勾凤诚主持召开市委常委（扩大）会，要求———

用十九大精神引领和指导高邮发展实践
本报讯（记者 郭玉梅）1日上

午，市委书记勾凤诚主持召开市委
常委（扩大）会，传达学习党的十九
大精神以及中央、省委、扬州市相关
文件及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全市 11
月份重要工作安排。他强调，当前及
今后一段时期，全市上下要迅速兴
起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热
潮，要用党的十九大精神引领和指
导高邮发展实践，全力推动今年各
项目标任务的冲刺和完成。

在传达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
后，勾凤诚指出，学习好、宣传好、贯
彻好党的十九大精神，是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
党员干部群众的首要政治任务，全
市上下、各条战线、各个方面都要迅
速行动起来，兴起学习宣传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的热潮。要抓学习，学
深学透，学出高邮特色。要认真研读
十九大文件，全面把握大会的精神
实质和基本要求，抓住学习的最深
感受撰写学习体会，真正做到入脑
入心、融会贯通、指导实践。

在听取全市 1至 9月份经济
工作情况汇报后，勾凤诚充分肯定
了我市前三季度经济运行情况，要
求清醒认识经济运行中的短板，突
出重点板块的发展，不断提高经济
发展的水平。同时，市委、市政府要
持续不断地做好服务企业工作。要
为遵纪守法、充满社会责任感、怀有
公德心的企业家全力服务，并要善
于与企业家交朋友，既全力服务又

坚守底线。
在传达学习全省进一步强化扶

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工作视频会议
精神后，勾凤诚要求在吃透此次会
议精神的同时，将市委牵头开展的
帮扶最贫困家庭的工作目标任务纳
入“阳光扶贫”监管系统，并根据高
邮实际做出自身特色，推进高邮精
准帮扶工作深入扎实开展。

在听取全市 11月份重要工作
安排后，勾凤诚强调，11月份，要学
习宣传贯彻好党的十九大精神，学
出高邮特色；要全力推动全年各项
目标任务的冲刺；要抓好聚焦富民
任务的部署和落实；要做好明年重
点工作的调研和谋划，尽早拿出初
步方案；要制定和谋划全国文明城
市创建的三年行动计划；要持续抓
好重点信访稳定问题的化解。

市委副书记、市长潘学元要求，
11月份是冲刺全年目标任务的关
键时期，要全力服务实体经济，加快
各个领域重大项目的建设，加快研
究确定明年城建“双十”重点工程，
做好财税工作以及明年民生“一号
文件”的起草工作。

会议还传达学习了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善主体功能区战略
和制度的若干意见》文件精神，江苏
省委《关于贯彻〈县以上党和国家机
关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若干规
定〉实施细则》文件精神以及全国、
全省、扬州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
战工作会议精神等。

市委中心组集中传达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

迅速兴起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热潮
勾凤诚主持会议

本报讯（记者 郭玉梅）1日上
午，市委中心组举行党的十九大
精神专题学习会，集中学习党的
十九大精神，研究学习宣传贯彻
十九大精神方案，交流学习体会。
会议强调，要把学习好、宣传好、
贯彻好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为当前
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市各级党组织
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第一位也
是最首要、最重要的政治任务，迅
速兴起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的热潮，及时全面准确地将
大会精神传达到每一个单位、每
一名党员干部、每一名基层群众，
确保把全市上下的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党的十九大精神上来。市委
书记勾凤诚主持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党的十九大
精神。10月 18日至 24日，举世
瞩目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
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大会

的主题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
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
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不懈奋斗。

会议指出，党的十九大是在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阶
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
要的大会，大会取得了一系列具
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成果。全市
上下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全面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要更加紧
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周围，自觉运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
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
将学习十九大精神与自身的工作
实际结合起来，学出高邮特色；要
从一名普通党员干部的身份、从

一名高邮市领导的身份、从分管
工作领域市领导的身份、从一名
社会普通公民的身份学深学透，
深入思考，撰写心得体会；在撰写
心得体会时抓住学习的最深感
受，围绕侧重点结合工作实际畅
谈学习体会。

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重大政治意义、历史意义、理论
意义、实践意义，明确高邮的方向
和定位、目标和任务；要把十九大
作出的一系列重大政治判断作为
我们今后想问题、办事情、做决策
最根本的依据，更加自觉、更加坚
定、更加全面、更加有力地推动十
九大精神在高邮落地落细落实。

会议还研究了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方案；市领导朱
莉莉、孙明如、李生、张贵龙分别
交流了学习十九大精神的体会。

东北片区域供水提标和镇级污水治理提升项目集中开工
本报讯（记者 殷朝刚）1日下

午，我市举行东北片区域供水提标暨
镇级污水治理提升项目集中开工仪
式。市长潘学元、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孙明如、副市长李生出席开工仪
式；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成员、市委
统战部部长杨文喜主持开工仪式。

东北片区域供水提标升级工程
将重点解决我市东北部 6乡镇 31
万人供水安全隐患问题。该项目计
划投资 3.83亿元，新建原水厂 1
座、扩建司徒净水厂、铺设 24.2公
里输水管道、增设深度处理设施等。
镇级污水治理提升改造项目将重点
解决东北部7个乡镇原有污水处理
设施标准偏低、管网建设滞后、运营
能力缺乏、保障机制缺失等问题。该

项目计划投资 5.81亿元，新建临
泽、三垛、卸甲 3座污水处理厂，铺
设压力输送管网、污水收集管网等。

潘学元要求，东北片各乡镇及
市级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通力协
作，积极主动化解工程一线施工矛
盾，为项目快速推进保驾护航；项目
施工单位要坚持高标准、高质量，统
筹安排、精心施工，切实加快项目建
设步伐，努力把工程建设成为群众
满意、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精品工程，
积极争创省优质工程、省文明工地；
市水利局、水投集团要严格项目管
理，强化目标意识，围绕工期目标、
安全质量目标，一丝不苟抓推进、抓
督查，为项目的有序推进提供强有
力的组织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