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人社局组织开展“本籍学子看家乡”系列活动

中共高邮市委 高邮市人民政府 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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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
落实市委、
市政府
“人才强市”
发展战略，
吸引更多高邮籍高校毕业生回邮就业创
业，
服务全市经济和社会发展大局。市人
社局决定在高校毕业生寒假期间开展
“本籍学子看家乡”
参观交流系列活动。
一、
活动内容
1、组织学生座谈：召开大学生座谈
会向本籍学子介绍近年来家乡发展的
深刻变化和我市人才优惠政策，征求意
见建议，倾听想法心声。
2、参观重点企业：组织大学生参观
我市园区重点科技企业，
全面了解高邮
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和对各类人才的
需求情况。
3、组织就业洽谈：为本地高校毕业

生和用人单位达成就业意向搭建平台。
二、
活动安排
2月 6日上午组织参观园区和重点
科技创新型企业并召开大学生座谈会。
2月 23日上午举办高邮籍高校毕
业生专场招聘交流洽谈会。
三、
活动集中地点
市人力资源市场管理办公室（琵琶
路 79号人社局机关门口）
四、
报名事项
欢迎广大高邮籍高校毕业生报名
参与，
报名截止时间为 2月 4日。
联系人：张常欣 联系电话：
8463032815895737270
高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8年 2月 1日

勾凤诚赴甘垛镇走访慰问困难群众——
—

江苏京沪公司来邮洽谈扩容事宜
本报讯（通讯员 杨金 记者 陆业斌）1月 31日 ，
江苏京沪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守彬一行来
邮，对接洽谈京沪高速扩容工程相关事宜。市委书记
勾凤诚，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成员、市委统战部部
长杨文喜出席活动。
对接洽谈会上，双方就清水潭高速互通、高邮
（龙奔）服务区提升完善方案以及城区段下穿京沪高
速通道深入交换了意见，并达成初步协议。
勾凤诚要求，我市相关部门要全力支持京沪高
速扩容工程建设，并以此为契机，围绕高铁、
高速，结
合高邮实际，
以服务区和客运枢纽为依托，完善配载
物流中心，引进麦德龙、奥特莱斯等商贸业态，构建
新型东部城市综合体 。
杨文喜肯定了京沪高速对我市经济社会发展作
出的贡献，并要求市交通局安排专人主动跟踪对接
清水潭出入口、高邮（龙奔）服务区提升完善方案的
进展工作。

把温暖送到群众心坎上

市侨联召开三届三次全委会

本报讯 （通讯员 姚红兰 记者 郭玉
梅）积雪还未消融，高邮大地寒气逼人，困
难群众的生活令党委政府十分牵挂。1月
31日上午，市委书记勾凤诚率市委办、民
政局主要负责人赴甘垛镇走访慰问困难
群众，为他们送去党和政府的温暖。他指
出，当前正值年关岁尾，各地各部门要时
刻将困难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切实保
障基本生活，确保他们度过一个欢乐祥
和的新春佳节。市政协副主席张贵龙参
加慰问活动。
勾凤诚一行走访慰问了甘垛镇残困
重病户沈文孝，低收入农户林荣淦，残困
户潘金亮、李国才，生活困难老党员陈殿
銮以及重病低保户季明华。每走进一户困
难群众的家里，勾凤诚都仔细询问他们的
生活状况，了解他们致贫的原因，为他们

送上慰问金和慰问品，鼓励他们面对现
实、坚定信心、克服困难。
来到残困重病户沈文孝家中，看到他
的儿子因患渐冻症已卧床多年，目前靠呼
吸机、
吸痰机维持生命，勾凤诚十分痛心，
安慰沈文孝说：
“困难是暂时的，党委和政
府一定尽最大努力帮助你们。”
“我们已经
很感激党和政府了。”沈文孝告诉勾凤诚，
去年他家被列入全市最贫困家庭后，目前
已享受重残生活补助和护理补助，镇、村
领导也经常到他家走访慰问给予帮扶，心
中感到特别温暖。临行前，勾凤诚反复叮
嘱沈文孝，一定要想方设法将孙女儿培养
好，重燃整个家庭的希望。
残困户潘金亮肢体一级残，是全市最
贫困家庭之一，不但享受到相关的帮扶政
策，
而且家里的危房也改造一新。最令他

293名重特大疾病患者获助87.2万元
本报讯 （通讯员 居宏华 丁慧 记者 杨晓
莉）1月 31日上午，我市举行慈善集中救助活
动，向特殊困难家庭和个人以及特殊困难单位
集中发放慈善救助金 100万元，
其中，
293名重
特大疾病患者获助 87.
2万元。市委常委、常务
副市长赵广华出席活动并讲话。
多年来，全市各类企业和各界人士积极发
扬人道主义精神，参与扶危济困和慈善救助活
动。市慈善总会以
“5
·19慈善一日捐”活动为抓
手，
每年结合不同时段，各有侧重地开展助医助
学、
安老抚孤、
扶贫济困等慈善救助行动。自慈
善总会成立以来，已有 10多万人次困难群众
得到慈善救助。
赵广华首先向长期以来关心、
支持、参与我
市慈善事业发展的单位和社会各界人士表示感
谢，
并向受助对象送上美好祝福。赵广华要求，
全市上下一定要充分认识发展慈善事业对于推
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意义，进一步
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抓住机遇，锐意创新，努
力开创高邮慈善事业科学发展的新局面。他希
望，广大困难群众把社会各界的关爱化为人生
动力，在逆境中奋起，早日脱贫致富；更多的单
位和个人加入到“人人可慈善”的行列中来，推
动我市慈善事业进一步做大做强。
今日总值班 刘久凤
责编 张维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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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家感到开心的是女儿考上了一本，重燃
了家庭的希望。
“没有党委政府，就没有我
们全家现在的舒心生活。”潘金亮告诉勾
凤诚，家里的危房改造一新住得舒心，女
儿考上大学全家顺心，日子过得越来越有
盼头。潘金亮的女儿也充满感激地说，一
定会好好学习，将来有能力回报社会。听
到困难群众感激的话语、看到困难群众久
违的笑容，勾凤诚十分欣慰，他要求各地
各部门一定要持之以恒做好帮扶最贫困
家庭、比较贫困家庭和建档立卡低收入农
户在内的一般贫困家庭工作，切实将党委
政府的温暖送到群众心坎上。
勾凤诚一行还来到甘垛镇敬老院，亲
切慰问敬老院里的老人们，给老人们提
前拜年，祝福他们新春快乐，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城管系统总结工作表彰先进
本报讯（通讯员 王锐 记者 赵妍
东方）1月 31日上午，市城管系统召
开 2017年度工作总结表彰大会。副
市长李生出席会议。
李生充分肯定了城管系统 2017
年取得的成绩。他要求，
城管系统要
树立“全方位、全口径、全概念”的工

作意识，继续深化“大城管”工作理
念；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
憋足一口气、蓄满一身劲、拧成一股
绳，迎难而上，扎实工作，努力提高城
市管理水平。
会议表彰了 2017年度城管系
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本报讯 （通讯员 陈羽 记者 翟甜甜）1月 31日
下午，市侨联召开三届三次全委会，回顾总结 2017
年各项工作，研究部署 2018年工作。市委常委、市
政府党组成员、
市委统战部部长杨文喜出席会议。
杨文喜对市侨联 2017年所取得的成绩表示肯
定。他要求，
2018年全市侨联工作要按照中央和省、
市委的决策部署，
围绕市委、
市政府中心工作，
强化思
想引领，
广泛凝聚侨心侨力，进一步提升侨界群众对
执政党的认同感、对侨联组织的认同感；发挥独特作
用，围绕中心任务建功立业，以更大力度引资引智引
才，
吸引海外高端人才回邮创新创业；
立足自身实际，
结合侨情变化，
恪守为侨之责，
多出利侨之策，
多谋利
侨之事，
扎实开展为侨服务，
不断增强侨界满意度。
会议审议并通过 《高邮市第三届侨联委员会海
外顾问建议名单》，宣读了市侨联委员会新增常委、
委员名单。

省首批生态文明建设示范乡镇（街道）、村出炉——
—

我市三乡镇一村榜上有名
本报讯（通讯员 陈荣 记者 周雷森）日前，省环
境保护厅公布了首批省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乡镇
（街道）、村名单，
我市菱塘回族乡、
龙虬镇、三垛镇被
命名为省首批生态文明建设示范乡镇，高新区神居
山村被命名为省首批生态文明建设示范村。
根据《江苏省生态文明建设示范乡镇（街道）、
村管理规程（试行）》等规定，依照各设区市环保局
的申报审核意见，经省环保厅抽查，全省 200个乡
镇（街道）和 104个村被命名为江苏省首批生态文
明建设示范乡镇（街道）、村。
近年来，我市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强化环境监管，聚焦环境
质量改善，
聚力打好治气、
治水、
治土攻坚战，聚力推
进江淮生态大走廊建设和“263”专项行动，全市水
和大气环境明显改善，
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显著提高。

□ 葛维祥

一封信牵出政府“禁放令”
“我因做过手术不堪春节燃放烟花爆竹
的干扰，抱着试试看的心理，给市长潘学元
写了一封请求禁放烟花爆竹的信，想不到潘
市长在百忙之中对我的信作出批示，并接见
我，
同时安排有关部门开展调研、
论证。如今
市政府作出了市区烟花爆竹禁放的决策，
充
满了对我们普通老百姓的浓情关怀，令我无
比感动。”
昨日，
高邮镇康华社区 76岁的居
民杨德宽动情地对记者说。
2016年春节，刚动过手术的杨德宽身
体还很虚弱，在家静养的他被小区居民不
间断燃放烟花爆竹所产生的噪声、弥漫的
硝烟等干扰得旧病复发，第二天即去医院
看医生。不堪燃放烟花爆竹困扰的他，
抱着
试试看的心理，给潘学元写了一封信，建议
政府能否参照其他城市，禁止燃放烟花爆

杨德宽：烟花爆竹禁放决策充满民生关怀
竹。令他想不到的是，大约在三天后，潘学
元派来的政府工作人员上门了解情况。同
时，潘学元将他的来信批示给《高邮日报》
（批示和一封信摘登在本报 2016年 3月
16日一版），并由此发起了一场有关烟花爆
竹禁放的大讨论。其时由于多方面因素，
禁
放工作暂未实行。但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
里，潘学元从未中断和杨德宽的“互动”
。
杨德宽清楚地记得，
2017年 2月，潘
学元在“两会”召开间隙，专门接见了他。潘
学元不仅十分关心他的身体状况，而且认
真倾听他的想法和建议，同时安排有关人

员几次和杨德宽就烟花爆竹禁放进行对
接。今年 1月 11日下午，杨德宽受邀出席
市区烟花爆竹禁放听证会；
1月 12日，他又
应邀列席禁放专家论证会。1月 18日，市
政府正式发布市区烟花爆竹禁放通告。对
此，杨德宽感慨地说：
“没想到我的一封信，
推动了市政府作出禁放决策，让我真正感
受到党的温暖和浓厚的民生关怀！我为有
这样务实为民的政府感到无比欣慰！”

禁放烟花爆竹
共创文明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