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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会议要求

做到“五强化、五到位”
本报讯（记者 陆业斌）12日上午，市

委、市政府召开全市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
作会议，回顾总结 2017年工作，表彰奖励
先进乡镇和先进个人，安排部署 2018年
重点工作。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成员、市
委统战部部长杨文喜到会讲话。

2017年，全市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
在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领导下，采取了以畜
牧业转型升级、粪污综合治理和强化基础
免疫、免疫监测和检疫监管为主的各项综
合性防控措施，实现了“确保不发生区域性
重大动物疫情”的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
目标。

杨文喜要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厌
战情绪和侥幸心理，坚持防疫工作常态化、
科学化，切实做到强化组织领导，确保防
控责任明确到位；强化主体责任，确保防控
工作推进到位；强化防控措施，确保防控目
标细化到位；强化应急准备，确保防疫物资
保障到位；强化监督检查，确保防控工作落
实到位。

市动防指成员单位和各乡镇园区向市
政府递交了 2018年度重大动物疫病防控
责任状。

勾凤诚潘学元等开展节前安全生产检查———

确保市民过平安欢乐祥和的春节

本报讯（记者 玉梅 雷森 玮玮 东方
甜甜）新春佳节将至。为切实加强安全生
产工作，有效防范和遏制各类安全生产事
故，连日来，勾凤诚、潘学元等市领导分别
率队开展春节前安全生产检查，要求各地
各部门要始终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严格
执行安全生产有关规定，过细过实做好各
项安全防范措施，确保全市人民度过一个
平安欢乐祥和的狗年新春佳节。

11日上午，市委书记勾凤诚、副市长
邱加永一行先后实地察看了万润达超市、
港邮供水公司、南门渡口、南郊加油站、金
帆商务中心项目建设工地、疾控中心等
处。每到一处，勾凤诚都仔细询问各地安
全措施落实情况，要求各单位要切实提高
安全防范意识，严格执行安全生产有关规
定，不放过一丝一毫的安全隐患，确保不
留死角、不留盲点。

南门渡口每年春节期间均是客流高
峰期，许多市民在此乘坐渡船前往运河
西堤以及镇国寺等处。得知这一情况后，
勾凤诚十分担忧这里的交通安全，反复
叮嘱渡船的主人一定要紧绷安全生产这
根弦，切实提高安全意识，千方百计做好
安全防范工作，确保万无一失。他同时希

望交通部门要尽快拿出排除这一交通隐
患的措施。

在金帆商务中心项目建设工地，勾凤
诚一边听取施工单位负责人关于安全生
产情况的汇报，一边认真察看施工人员安
全保障措施的落实情况。他叮嘱施工单位
负责人，要在加快施工进度确保工程质量
的同时，进一步加强施工安全的把控和防
范，杜绝建筑安全事故的发生，确保工程
如期高质量建好。

12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潘学元
一行先后前往市文体休闲公园、供电公
司，检查节前安全生产工作。

在市文体休闲公园，潘学元向公园运
营管理单位了解了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
等情况。他指出，春节期间，文体休闲公园
的人流量将会明显增加，公园运营管理单
位要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全面落实安全
生产主体责任，相关部门要加大对安全隐
患排查整治的力度，坚决防范和遏制各类
安全事故的发生。

近年来，市供电公司一班人积极进
取，主动作为，为高邮经济社会发展作出
了贡献。在市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
心，潘学元充分肯定了供电公司长期以来

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所作的重要贡献，并
要求供电公司要加强值班值守，编制春节
保供电应急预案，抓好电力故障抢修，全
力以赴保障春节期间的电力安全生产和
电网可靠供电，让全市人民度过一个亮亮
堂堂、欢乐祥和的新春佳节。

11日下午，副市长邱加永带队赴鼎
鑫食品公司、四方联购商贸有限公司、日
兴生物公司、波司登开元酒店、苏果超市
世贸广场店等处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要
求，要制订全面、细致的安全应急预案，落
实安全防范的各项措施，做细、做实安全
生产各项工作。

8日上午，副市长王薇率队赴加洲城
市广场、文游台、第二人民医院等处进行
节前安全生产检查。 在加洲城市广场，王
薇对广场内的安全通道等进行了仔细检
查，并叮嘱经营业主要全面排查治理安全
隐患，为市民营造一个安全的消费环境。

10日，副市长、高新区管委会主任王永
海带队到鑫晶光伏、新思维化学、南洋铝业
等企业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要求，要全面
落实各项安全措施，加大对危险源的监控和
安全隐患的排查，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值
（带）班制度，进一步提高安全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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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郭玉梅）12日下
午，市委书记勾凤
诚主持召开市委
常委会（扩大）会
议，传达学习全
国、省和扬州市统
战会议精神，听取
相关考核工作情
况汇报，研究相关
工作事项。他强
调，各地各部门要
抓紧启动今年各
项重点工作，确保
实现首季开门红。

会议听取了
2017年度政府记
功和突出贡献奖
评审情况汇报，
2017年度乡镇、
园区经济社会发
展综合考评情况
汇报，2017年度
市级机关能力作
风建设考评情况
汇报，2017年度
乡镇、园区和市级
机关部门党建工
作考评情况汇报。
在听取汇报后，勾
凤诚要求相关部
门要认真分析研
判此次考核结果，

抓紧谋划2018年度相关考核意见，力争尽快出台；
要通过考核考出压力、考出动力，更好地展示发展成
果，激发各地各部门干事创业的激情。

在研究了全市村（社区）四星级以上党组织和党
组织书记命名表彰工作后，勾凤诚希望组织部门要加
强对优秀村党组织书记岗位调整工作的把关，解放思
想提高他们的政治待遇和经济待遇，让他们持续地、
自愿地扎根在基层；对不能胜任的村党组织书记要做
到心中有数，并进行及时调整。同时，要广开村干部的
选拔途径，真正让优秀的人才压在基层、干在基层。

在研究了《高邮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三年行动
方案和2018年工作计划》后，勾凤诚指出，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的三年行动方案和工作计划已经敲定，关
键是要拿出切实可行的措施推动创建工作的开展；
要立足建设、教育、管理三大层面推动市领导领办事
项的落实，确保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扎实推进、取
得实效。

会议研究了春节前后全市重要会议安排。勾凤诚
要求，市委办和政府办要进一步加强统筹、加强谋划，
力求各类会议开出新意、开出成效、开出压力和动力。

在听取了全市党群口部门主要负责人关于
2017年获得扬州市级及以上表彰情况和 2018年主
要工作安排情况的汇报后，勾凤诚指出，高邮市委、
市政府连续两年在扬州的考核中取得好成绩，成绩
的取得，离不开党群口部门的辛苦努力、争先创优。
他希望党群口部门继续保持良好状态、发扬优良作
风，围绕市委、市政府工作中心创特色，在各自条线
中争第一，同时希望分管党群口部门的市领导要多
联系分管部门，帮助分管部门排忧解难。

会议还研究了相关文件。

实实在在的利民便民惠民之举———

机关事业单位昨起错时对外开放停车场和厕所
共开放停车位2764个，厕所368个

本报讯（记者 周雷森）想停车找不到停
车位怎么办？上街遭遇内急但找不到公厕怎
么办？市委、市政府眼睛向内，通过挖掘公共
资源缓解市民停车难和如厕难：2月 12日
起，全市 58个机关事业单位错时对外开放
2764个内部停车位和368个厕所，市民可在
规定时间内免费停车和如厕。

随着汽车保有量的不断攀升，越来越多
有车族开始面临停车难的问题。尤其在一些
老旧小区内，由于停车位少，业主没有地方停
车，夜晚不得已只能将车停在路边，这种乱
停、乱放不仅影响交通秩序，也给消防、急救
等工作造成了极大不便。而很多机关单位的

车位处于闲置状态，是另一种形式的“浪费”。
此外，最近这几年，我市公厕建设力度在不断
加大，但依然存在“百姓方便不方便”的尴尬。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全面推
进城乡“厕所革命”，规划打造城区“十分钟如
厕圈”，新建改建城区公厕 20座、农村户厕
3200座，试点开放机关企事业单位厕所。新
建停车场 3个，落实机关事业单位内部停车
场错时对外开放。在市政府办的牵头组织下，
各部门单位顾大局、讲政治，毫无保留地将能
够对外开放的车位和厕所上报。此外，统一制
定对外开放的标识标牌样式，清晰、便捷地指
引老百姓哪里可以停车、哪里可以如厕。

不少得知消息的市民为市委、市政府这
项实实在在的利民便民惠民之举点赞。家住
市行政中心附近的杨小姐说：“行政中心一下
子开放120个停车位，以后晚上再不用担心
车子没地方停了，我要为政府这个利民便民惠
民之举点个大大的赞。”市民刘东强说，机关事
业单位错时对外开放停车场和厕所，打开的是
一扇小门，敞开的却是大胸怀，拉近了机关与
百姓的距离，更彰显了党委、政府的民生情怀。

市政府办有关负责人提醒广大市民，在
规定的开放区域、时间内停放车辆和如厕，应
服从有关管理规定，做到有序停车、文明如
厕，在方便自己的同时也照顾到他人的感受。

“国信高邮热电杯”2017高邮“双十”新闻评选揭晓
本报讯（记者 殷朝刚）经过前期筛

选及读者票选和专家评定，昨日，由江
苏国信高邮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独家冠
名支持的“国信高邮热电杯”2017高邮
“双十”新闻评选揭晓，“企业家发展大
会”“我市创成国家卫生城”等被评为高
邮市 2017十大新闻事件；王琦、杨宝
森等被评为高邮市 2017十大新闻人
物（详见本报今日四、五版）。

“国信高邮热电杯”2017高邮“双
十”新闻评选候选目录和名单在《高邮日
报》、“今日高邮”网站、“今日高邮”微信公
众平台同步推出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
反响，大家纷纷通过填写报纸选票和登
录网站、微信公众平台票选的形式参与
票选。据统计，在一周时间内，有37310
名读者阅读浏览了“双十”新闻评选的内
容，5685名读者参与了有奖票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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