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根平来邮调研高邮湖退圩还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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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
通讯员
杨金 记者 殷朝刚)5
日下午，
省委副秘书长、
省政府副秘书长杨根
平，省水利厅副厅长张
劲松等一行来邮调研高
邮湖(
高邮市)
退圩还湖
工作。市委书记勾凤诚，
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
成员、市委统战部部长
杨文喜参加相关活动。
退圩还湖圈圩怎
么圈、
弃土放那里?
杨根

全力冲刺今年 积极谋划来年

超

动，确保十九大精神落地见效；要精心筹
备市委十一届四次全会，进一步总结今
年、谋划来年，为全市明年各项工作明方
向、定调子；要开展“向企业家报告、听企
业家意见、请企业家评议”活动，通过活
动的开展向企业家报告全市经济社会发
展情况以及服务企业各项举措的落实情
况，同时市四套班子领导及法检“两长”
要带队深入到各个企业进行深入走访调
研，广泛听取企业家的意见和建议，对企
业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要认真办理、决
不含糊，并邀请企业家评议相关部门服
务企业工作的情况；要对照全年目标任
务，全力抓好冲刺，对党代会报告、全委
会报告、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目标任务
以及上级交代的各类考核任务，按照“跳
一跳，够得到”的原则进行回头看、对标
找差，并根据发展实际适当调整相关指

期工作实、
规划编制细、
生态保护意识强，对如
何退圩还湖，做到有方
案、有措施、有保障，为
后期退圩还湖工程的
实施奠定了坚实基础。
同时，他希望我市进一
步完善专项规划，多学
习借鉴外地成功做法
和经验，通过规划引
领，进一步推动高邮湖
生态保护、
生态修复、
生
态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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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凤诚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
强调——
—

本报讯 （记者 郭玉梅）6日上午，市
委书记勾凤诚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 （扩
大）会议，传达学习扬州市委书记谢正义
来邮调研讲话精神和扬州市宗教工作会
议精神，研究部署全市 12月份重要工作
安排和相关活动、
文件、考核办法等。他强
调，全市上下要以十九大精神为指引，全
力冲刺今年各项目标任务，积极谋划来年
各项重点工作，确保高邮经济社会发展再
攀新高峰、
再创新辉煌。
在听取 12月份全市重要工作安排
后，勾凤诚强调，要认真深入开展学习宣
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等各类宣讲活

平等深入界首芦苇荡退
圩还湖圈圩现场以及万
家塘退圩还湖弃土区进
行实地察看，并现场指
导有关退圩还湖工作。
在听取我市高邮
湖退圩还湖工作及省水
利科学研究院关于《高
邮湖(
高邮市)
退圩还湖
规划》的情况汇报后，
杨
根平对我市退圩还湖工
作给予充分肯定，认为
我市领导高度重视，前

标，确保完成和超额完成全年各项目标
任务；要全面落实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
三年行动计划，像抓工业重大项目一样
抓每一个地块的农业结构调整，将农业
新业态、新亮点由“小盆景”培植成“大风
景”，不断提高土地的亩收益；要谋划
2018年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重点事项，
从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最薄弱的环节入
手，通过一件件具体的实事、一个个可行
的项目扎实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
作，做到建设、教育、管理三管齐下，确保
干一件、成一件；要全面推进监察体制改
革试点工作，确保取得满意效果。
会议还研究了全市“向企业家报告、
听企业家意见、请企业家评议”活动方案
以及 《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三年行动计
划》
《高邮市文明城市创建长效管理考核
办法（试行）》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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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邮与米脂签订扶贫协作和
经济合作战略协议
本报讯（记者 翟甜甜）6日下午，高邮米脂深化
扶贫协作和经济合作座谈会在邮召开，并签订扶贫
协作和经济合作战略协议。市领导勾凤诚、徐永宝、
赵广华、孙明如、
周启泉出席会议。
座谈会上，勾凤诚代表市四套班子对米脂县委
副书记、县长高寒一行来邮考察表示欢迎。在简要介
绍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后，
勾凤诚指出，
高邮是一
座人文昌盛、生态秀美的宜居之城，文化底蕴深厚、
生态环境优美、交通区位优越；
高邮与米脂虽然在地
理位置、风土人情、
自然资源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方面存在差异，但交流合作的空间非常广阔。
勾凤诚希望，双方要以开展扶贫协作为契机，密
切交流，加强对接，深化合作，
不断加快发展步伐，增
进人民福祉，推动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实现优势互
补、共同发展。同时，两地要加强学习交流、携手合
作，在打赢脱贫攻坚战、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
伟征程上携手并进，互利共赢，
造福两地人民。
高寒代表米脂县委、
县政府感谢高邮对米脂扶贫
开发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表示，
此次到高邮，
既是合作
对接，
也是取经之行，高邮经济社会发展的显著成绩
和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的良好状态，
值得学习借鉴。
座谈会上，高邮与米脂两地的人社局、教育局、
卫计委分别签订了帮扶协议；高邮镇、送桥镇、菱塘
回族乡分别与米脂的杨家沟、石沟镇、
印斗镇签署了
两地镇村合作协议。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

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市委宣讲团走进朝阳社区

2017年省“双创计划”拟资助人选公示——
—

举报出租房屋安全隐患有奖！

本报讯（通讯员 秦恩娟 记者 赵妍东方）5日下
午，按照市委统一部署，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市
委宣讲团报告会走进车逻镇朝阳社区。副市长、市公
安局局长刘春林作专题宣讲报告。
报告会上，刘春林结合自身经历，以鲜活的案例
和生动的语言，从党的十九大主题和主要成果、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过去 5年的历史
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的战略部署、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部署和
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等 8个方面，对党的十
九大提出的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新任务作了全
面深刻的阐述。报告会生动精彩，
既有高度和深度，
又紧接地气，
赢得了现场参会人员的热烈掌声。

我市25人入围“双创人才”和“双创博士”
最多奖励 10000元并严格保护举报人
本报讯 （通讯员 尤宫新 记者
混合设置，不符合安全要求的“三合
王小敏）近日，
一”
租赁场所等。群众发现或知悉出
我市按照
“重金奖励、
及
时兑现、
规范运作和严格保护举报人” 租房屋安全隐患线索，可通过拨打市
出租房屋安全隐患集中整治工作领
的原则，
制定了《高邮市群众举报出租
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整治办”
）
房屋安全隐患线索奖励办法》
（以下简
公开电话 110进行举报，也可通过
称《办法》
），
鼓励人民群众踊跃举报出
租房屋安全隐患线索，为保护公民人 “高邮公安”微信公众号或直接到公
安机关进行举报。
身财产安全和公共安全尽一份力。
对于群众举报且被确认的安全隐
据悉，
《办法》中所称的出租房屋
患线索，
“整治办”
将认真进行查证，
并
安全隐患线索，
主要包括人均租住面
根据查证情况、发挥的实际作用及效
积低于 15平方米，存在治安、消防
果进行评定，按等级给予举报人现金
安全隐患的；居住 10人以上，存在
奖励，奖励金额少则 100元，多则
治安、消防安全隐患的；属于违法建
10000元。《办法》还明确要求对群众
筑的；违反规定改变房屋使用性质
举报的情况、举报人信息等进行严格
的；
没有依法依规履行登记备案手续
保密。同时，
对谎报信息或者借举报诬
的；不符合安全、防灾等工程建设强
告陷害他人的，
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制性标准的；
住宿与生产、
存储、经营

本报讯 （通讯员 韩峰 梁浩程 记者 周雷
森）日前，2017年“江苏省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
引进计划”拟资助人选进入公示阶段，我市 25
人入围，入围数位居扬州各县（市、区）前列。
据悉，
2017年省“双创计划”包括双创人
才、双创团队和双创博士三个项目。自今年 5月
份省“双创计划”申报工作启动以来，市委人才
办会同市人社局、科技局、经信委等部门，组织
力量对申报企业进行业务辅导，帮助企业修改
完善申报及答辩材料，最终江苏数丰水产种业
有限公司杨国梁、孔杰等 5名人才入围“双创人
才”、江苏康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范龚健等 20
名人才入围
“双创博士”。
近年来，我市深入实施人才强市战略，大力
推进“秦邮人才集聚计划”
“秦邮英才培育计划”
等重点引才育才计划。截至目前，我市共有 37
人获省“双创人才”资助、87人获省“双创博士”
资助，有力地助推了企业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

微电影《脊梁》在江苏教育频道首播
本报讯 （通讯员 邮纪宣 记者 王小敏）2日中
午 12时许，我市纪委筹划拍摄的首部微电影 《脊
梁》在江苏教育频道播出。
今年初，
市纪委围绕
“勤廉”这一主题，着手筹划
拍摄首部微电影，经过多方酝酿、斟酌，最终选择了
微电影《脊梁》剧本。该剧本由江苏省著名编导刘涛
改编自中国作协会员、我市作家姚正安的报告文学
《不屈的脊梁》。微电影《脊梁》再现了我市优秀共产
党员、企业家张椿年恪守为人高线、共产党人本色、
企业家责任的动人故事和勤廉风采，旨在营造崇廉
尚廉的良好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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