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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农开局领导来邮调研高标准农田建设
本报讯（通讯员 杨洁 记者 陆业斌）1日，

省农开局副局长黄非一行来我市调研高标准农
田建设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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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非一行先后察看了 2016年度临泽镇第
一批高标准农田项目和 2017年度三垛镇 1万
亩高标准农田项目，听取了我市农开部门和乡
镇负责人关于高标准农田建设情况的汇报。黄
非对我市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予以肯定。同时，
他要求我市农开部门根据农业综合开发新形
势、新要求，统筹规划，科学设计，做到开发思路
明确、发展目标可行、建设任务到位、具体措施
落实；在项目推进上，坚持高标准，实现土地平
整条田化、路道相通硬质化、沟渠相连衬砌化、
桥涵配套通达化、农田作业机械化、农田防护林
网化，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高层次、高起点规
划，高标准、高质量建成。

首届高邮艺术节筹备工作再对接
本报讯（记者 管玮玮）备受关注的首届高邮艺术节

将于本月 18日晚在市文化体育休闲公园开幕。昨天上
午，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潘建奇主持召开工作推进会，
与市文广新局、市体育局、市文联、市文旅集团以及波司
登公司相关负责人，就首届高邮艺术节期间相关活动的
筹备工作进行再对接、再落实。

听取相关情况介绍后，潘建奇充分肯定了首届高邮艺
术节筹备工作取得的成绩，并要求节庆组委会及相关牵头
部门（单位）要精心策划好节庆期间的各项活动，对活动方
案再细化、再对接、再完善，切实做到思想再重视、工作再
过细、分工再明确、责任再强化，确保首届高邮艺术节顺利
举办；要精心组织好各项展示活动和文体活动，进一步彰
显好地方特色和高邮魅力。相关新闻宣传单位要突出重
点，加大宣传力度，为艺术节的开幕营造浓厚社会氛围。

会后，潘建奇还率领部分与会牵头部门（单位）负责
人前往市文化体育休闲公园施工现场，视察部分在建场
馆，并提出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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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协联谊会换届
本报讯（通讯员 陈岑 记者 杨

晓莉）2日，市政协联谊会举行第八
届会员大会，总结过去联谊会工作，
选举产生新一届联谊会领导机构。
市政协主席徐永宝，副主席钱富强、
居晓波，秘书长林荣岩参加会议。
市政协副主席张贵龙当选第八届市
政协联谊会会长。

会上，徐永宝希望市政协联谊
会会员们要一如既往地心系政协，

积极服务大局，关心、支持市政协各
项工作；要搭建平台，加强联谊交
流，对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多作
正面宣传和引导，对身边的矛盾问
题多作积极协调和解释，对周围群
众的想法和要求多作及时反映和沟
通，努力为我市发展创造更加稳定
的社会环境。同时，徐永宝要求，市
政协办公室要强化服务，创优工作
环境，全力支持联谊会开展活动。

市人大视察城建“双十”重点工程
本报讯（记者 管玮玮）2日上

午，市人大常委会专题视察城建
“双十”重点工程建设情况。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张秋红，副主任薛晓
寒、孙明如、吴惠山、杨向东参加活
动，副市长李生应邀参加活动。

活动期间，视察人员实地视
察了汪曾祺纪念馆建设场地和高
铁枢纽施工现场，并听取了市城
建局关于今年城建“双十”重点工
程进展情况以及明年城建“双十”
重点工程预排情况的汇报，提出

了各自的意见和看法。
张秋红充分肯定了今年城建

“双十”重点工程建设取得的成
绩。她说，今年城建“双十”重点工
程项目多、体量大、任务重、标准
高，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各责
任单位和协办单位通力协作，总
体质态良好。她建议，下一步，市
政府及相关部门要齐心协力，共
同合作，努力加快推进今年城建

“双十”工程的建设；要继续高度
重视城建重点工程建设的质量，

不断强化监督与督查，努力将工
程建成经得起检验的安全工程、
优质工程和精品工程。对于明年
城建“双十”重点工程建设任务的
安排，市政府及相关部门要从高
邮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情况出发，
按照轻重缓急的要求，排好必建、
待建以及未来可建的项目，力争
在工程总量上把好“瘦身关”；要
针对具体项目要求，排出详细、规
范化的实施步骤和方案，力促工
程早日开工。

勾凤诚赴周山镇部分村（社区）走访
本报讯（记者 郭玉梅）2日上

午，市委书记勾凤诚轻车简从赴周
山镇部分村（社区）走访慰问最贫困
家庭。

勾凤诚一行先后走访慰问了周
山镇狄奔村、双河村、杨庙社区、吴
堡村、长宁村、龙胜村6个村（社区）
最贫困家庭。每走进一户最贫困家
庭，他都详细了解每户家庭的致贫
原因和各项帮扶政策的落实以及帮
扶工作的督查情况。在长宁村最贫
困家庭卢粉娣家中，勾凤诚得知她
的儿子高广忠经常出现异常行为，
与其相依为命的卢粉娣由于肢体残
疾根本无法正常照料，均是由邻居
高大爷帮忙监管。1日晚，高大爷为
了防止高广忠连夜外出产生安全隐
患，一夜未眠地看守在他家中。“太
感谢你了！”勾凤诚紧紧握住高大爷
的手连声道谢。“邻里之间互相帮助
是应该的，我们是真心感谢党委政
府的好政策，让这样的困难家庭得
到帮扶！”高大爷深有感触地说。走
访中，勾凤诚强调，要多挖掘帮扶最
贫困家庭的典型事迹和典型人物，
传递社会的正能量，形成“政府帮、
亲戚帮、邻里帮”的浓厚氛围，让他

们既感受到党委政府的温暖，又感
受到亲情的温暖，产生战胜困境的
勇气和信心。对于高广忠的异常行
为，勾凤诚反复叮嘱该镇相关负责
人赶紧邀请专业的医生前来诊断，
明确病情，对症下药。

在走访中，勾凤诚还了解了市
委选派的帮扶督查员工作开展的情
况。他强调，帮扶督查员要经常深入
最贫困家庭家中，既督查各项帮扶
政策的落实情况，又要当好协调沟
通的桥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困
难群众宣讲个性化帮扶举措和普惠
制政策，并根据各个家庭不同的情
况帮助他们算好各类“政策账”，特
别是医疗报销账。

当日上午，勾凤诚一行还来到
周山镇杨庙社区综合服务中心，与
社区干部亲切交谈，了解社区服务
群众等相关工作情况。他要求，村
（社区）综合服务中心要发挥自身的
功能作用，要让群众少跑腿、不跑腿
就能办成事，最大限度地服务群众、
方便群众。看到社区内还设置了周
山镇服务企业代办中心，勾凤诚给
予赞赏，要求要持续不断地做好代
办帮办工作，全力服务好企业。

省科协领导赴三垛指导消防科技产业园规划建设
潘学元等陪同

本报讯（记者 周雷森）昨日，
省科协党组书记、副主席陈惠娟一
行前往三垛镇，为该镇正在规划建
设的江苏消防科技产业园“把脉问
诊”。市长潘学元，市委常委、组织部
部长王学峰等陪同。

消防产业是三垛镇传统产业、
特色产业和富民产业，该镇围绕做
大做强消防特色产业，明确了打造
“江苏消防科技产业园”的发展目
标，全力打造集生产、科研、孵化、培
训、展示、物流、金融、服务等于一体
的省内一流、国内有影响的消防装
备制造业基地。目前，园区规划方案
已经编制完成并通过专家评审，其
他工作正在有序展开。

在当天召开的江苏消防科技产
业园规划建设汇报会上，潘学元指
出，三垛镇打造消防科技产业园，既
有产业基础，同时产业发展潜力巨
大。三垛镇在推进产业园建设过程
中，要加快进度，力争基础设施建设
年底动工；创新园区建设模式，积极
探索 PPP模式，引导社会资本参与
基础设施等领域建设与运营；出台

鼓励性、扶持性政策，引导全镇现有
消防企业进园，推动消防产业集聚、
企业集群发展；全力做好消防检测
平台的申报和建设，通过公共平台
打造和基础设施建设，吸引项目落
户。

陈惠娟指出，三垛镇打造消防
科技产业园，是基于对产业发展趋
势的准确判断。她希望三垛镇在发
展消防产业过程中，要深入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通过科技创新从
根本上促进产业转型升级；要以资
源集约节约利用、可持续发展的理
念引领产业园建设，促进产业园高
质高效发展。

陈惠娟指出，主动融入和服务
地方经济建设和科技创新的主战
场，是省科协义不容辞的职责。省科
协将帮助产业园搭建创新创业平
台、申报消防检测平台等，促进更多
的资源要素向产业园集聚。

在三垛期间，陈惠娟一行还深
入该镇的盛鑫消防、江山消防、泰尔
消防等企业，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和
科技创新情况。

勾凤诚主持召开全市聚焦富民“三级领办”工作推进会，要求———

注重传统传承发展
本报讯（记者 王小敏）2日下

午，市委书记勾凤诚主持召开全市
聚焦富民“三级领办”工作推进会。
他要求，有关部门、乡镇（园区）要
因地制宜发展好传统产业，在传统
上创新思路，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并
进行传承，确保推动全市农业结构
战略性调整取得实效。市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王学峰，市委常委、市
政府党组成员、市委统战部部长杨
文喜参加会议。

会上，市农委负责人对《农业
结构战略性调整三年行动计划》
（征求意见稿）进行了解读；市政
府办负责人汇报了全市聚焦富民

“三级领办”事项推进情况；与会
人员围绕区域发展方向、党政主
要负责人挂包内容、每个村具体
实施项目等情况，结合乡镇（园
区）党政主要负责人领办富民项
目表（征求意见稿）及村级培养致

富能手计划表（征求意见稿）进行
了交流发言。同时，与会人员还对
市委、市政府推进聚焦富民这项
工作及《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三
年行动计划》（征求意见稿）提出
了意见和建议。

在听取方方面面的情况汇报
后，勾凤诚要求，相关部门要将大
家好的意见和建议进行整理归
纳，吸收到《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
三年行动计划》（征求意见稿）中，
让《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三年行
动计划》（征求意见稿）更详细、更
具体、更具操作性，确保能在推动
全市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上发挥
实实在在的作用。

勾凤诚指出，高邮是农业大
县，土地肥沃，水资源丰富。但农
业、农村面貌变化不大，政府部门
对农业、农村及农民的关心还不
够，而农业、农村具有巨大的发展

潜力，如何向土地要效益？勾凤诚
要求，要注重传统、传承和发展，因
地制宜，在传统上传承，在传承上
发展；要符合区域发展方向，尤其
是主城区、城关镇等大的发展区
域，要在定项目时认真把关，确保
符合未来发展方向；要符合各类规
范要求，认真研究土地利用规划，
合理布局一些大的养殖项目，确保
不触碰基本农田永久保护红线、生
态保护红线及城镇开发边界红线
等；要对哪个区域能干什么、不能
干什么做到心中有数；要尊重绝大
多数百姓的意愿，坚持政府推动，
坚持市场化运作，坚持自下而上排
项目，全力保护百姓的合法权益，
带动百姓致富；要引导有经验的乡
土能人、有眼界的本土人才、有情
怀的企业家等各类主体投身农业，
从而更好地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农村经济繁荣。

市人大机关
2日下午，市人大常委会召

开主任办公会，传达学习党的十
九大精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
秋红要求，市人大机关全体人员
要系统、全面地学习十九大报告，
并学以致用，谋划新举措，将人大
工作与市委的中心工作扣得更
紧，尽心履职，有效监督，促进我
市人大工作再上新台阶。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薛晓寒、孙明如、吴
惠山、杨向东以及市人大机关各
委办室全体人员参加会议。

市委政法委
2日下午，市委政法委召开

会议，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市
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徐健要求，
要原原本本学、认清形势学、联
系实际学、带着问题学，切实把
大会精神转化为推动政法工作
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真正把
十九大精神落实到本职工作中，
不断在推进基层政法事业发展
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全力打
造信念坚定、执法为民、敢于担
当、清正廉洁队伍新形象。

市委办公室
10月 31日下午，市委办

公室召开全体工作人员会议，
传达学习十九大精神。大家一
致表示，将深入学习领会十九
大精神，自觉用十九大精神武
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继续开展“忠诚在我心”党性
专题教育和岗位练兵实践活
动，并将十九大提出的新论
断、新特点、新目标、新要求转
化到本职工作中去，为推动高
邮新时代发展作出应有的努
力和贡献。

本报综合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

自“263”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我市动真碰硬，以“眼里不揉沙子”的坚决
态度，倒逼“减化”工作，今年已关闭化工企业十四家。图为工作人员正在助
剂厂拆除设备 。 王林山 摄

工作人员拆除助剂厂设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