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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凤诚赴高新区走访

市四套班子领导赴高新区义务植树

为江淮生态经济区添新绿
本报讯 （通讯员 吴才余 记者 陆业
斌）12日，
是我国第 40个植树节。当天下
午，勾凤诚、潘学元 、张秋红、徐永宝等
市四套班子领导和市级机关各部委办局
主要负责人、市红星志愿者以及高新区机
关干部、行政村负责人、中学生代表近
200人，来到高新区栖湖生态园，参加义
务植树劳动，建设江淮生态经济区，绿化
“强富美高”
新高邮。
位于高新区邵庄村的栖湖生态园，规
划建设 3000亩，是我市为建设江淮生态
经济区着力打造的一个绿化景观。一期工
程从 2014年开始实施以来，
已完成 1800
亩绿化景观和基础设施建设；二期工程
1200亩的绿化建设今春全面启动。
来到植树现场，市委书记勾凤诚率先
挥锹填土栽下了一棵北美枫香珍贵树
种。其他市四套班子领导也和大家一起
动手，全身心地投入到义务植树造林中。
植树现场，大家相互协作，有的扶树、有
的填土、有的浇水，一幅热火朝天的劳动
场景。

张秋红率队检查省物管条例实施情况
本报讯（记者 管玮玮）按照市人大常
委会相关会议安排，
12日上午，市人大常
委会主任张秋红率队前往我市部分小区，
就《江苏省物业管理条例》的贯彻实施情况
进行专项检查。市政协副主席、
市房管局局
长张拥军参加活动。
检查中，张秋红一行先后检查了瑞和
阳光城、康华园现代城、文游花园、烟雨二
期和康华园等小区物业管理工作，并听取
了相关情况汇报。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张秋红与物
业公司、业主委员会、社区以及业主等相
关方面代表进行深入交流后指出，物业管
理工作事关千家万户，市政府及相关部门
要充分履行职责，进一步加大《条例》的贯
彻实施力度，不断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和
全民文明素质；要以此次检查为契机，全
面加强监管，完善政策和机制，逐步形成
并强化以政府为主导、各相关职能部门相
互配合的管理服务体制；要继续重视管理
规范化工作，解决好物业纠纷问题，充分
发挥业主委员会作用，持续提升物业管理
水平，为市民营造更加舒适的生活环境。

王林山 摄

通过 1个多小时的劳动，现场共栽植
1000多株高杆樱花、北美枫香、薄壳山核

桃、
水杉等珍贵树木。80多亩风景林沐浴
春风，为秦邮家园增色添绿。

市领导调研督查农业结构调整
本报讯（通讯员 黄开华 记者 陆业
斌）12日上午，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
成员、市委统战部部长杨文喜赴三垛
镇、甘垛镇调研督查农业结构调整及植
树造林等工作，要求切实推进我市乡村
振兴战略落地生效，
加快我市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步伐。
杨文喜听取了两镇当前农业结构
调整、植树造林、党政负责人领办富民
项目的进展等情况汇报，并提出了创

新性、合理性的建议。杨文喜要求，要
紧紧围绕目标，抓好时节时限，切实做
好农业结构调整工作；强化组织领导，
做好引导宣传，积极营造良好的工作
氛围；做好科学规划，注重招商引资，
务求各项工作落到实处。乡镇应统筹
安排，挂图作战，定时间、定地点、定标
准，一项一项推进落实具体工作。同
时，充分发挥基层干部、在外能人的作
用。

了解帮扶工作 共谋发展之道
本报讯（记者 郭玉梅）12日上午，市委书记勾
凤诚轻车简从赴高新区部分村（社区）进行走访，了
解帮扶最贫困家庭工作的最新成效，走进村（社区）
便民服务中心与村（社区）干部亲切交谈，共谋发展
之道。
勾凤诚一行先后走访了高新区德华社区、黄圩
村、常集村、李古村、
送桥社区、送驾桥村、南茶村、肖
祠村、神居山村等村（社区）9户最贫困家庭，详细了
解每户家庭的致贫原因和各项帮扶措施的落地及所
取得的现有成效。走访中，勾凤诚对帮扶最贫困家庭
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效表示总体满意，同时要求要对
最贫困家庭实施动态跟踪管理，并对帮扶过程中出
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研究解决，
确保帮扶更精准、
更有实效。
每次走访，勾凤诚都十分关注严重精神障碍患
者的救治情况。在肖祠村最贫困家庭徐如高家中，
勾
凤诚得知他的女儿是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关切地询
问其服药情况。徐如高告诉勾书记，
他每天都按时监
管女儿服药，
目前女儿的病情比较稳定。勾凤诚在与
徐如高女儿交谈的过程中，发现她思维清晰，语言表
达有条有理，
他十分欣慰。勾凤诚表示一定要切实保
障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免费服药，
稳控他们的病情，
重燃他们家庭的希望。
勾凤诚一行还来到高新区德华社区、常集村、
李古村、南茶村、肖祠村、神居山村等村（社区）便民
服务中心，与村（社区）干部亲切交谈，了解各村（社
区）集体经济收入、服务群众以及村干部带头致富、
带领致富的相关情况。勾凤诚强调，高新区不少村
（社区）都有拆迁的任务，村（社区）干部一定要切实
担负起工作职责，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全力
做好拆迁安置工作，为党委政府分忧。他同时希望
高新区要积极做好零散墓穴集中安放、零散农户集
中居住工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下坚实的基
础。

经信工作会议部署全年重点
我市督查推进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工作
本报讯 （记者 管玮玮）9日下午，
我市召开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督
查推进会，总结 2017年全域旅游示范
区创建工作，部署 2018年创建工作，
推动各项目标任务按序时完成。副市长
王薇出席会议并讲话。
王薇要求，各相关部门和单位要围
绕创建目标，
加快推进体制改革和产业
融合发展，积极建立旅游监测体系，努
力补齐创建短板；要围绕旅游供给，加

快推进在手项目，大力发展乡村旅游，
不断丰富产品体系；要围绕全域发展目
标，大力推进“厕所革命”和旅游标识建
设，建好旅游绿道，
不断完善服务体系；
要围绕创响品牌，在宣传中整合力量、
突出重点、造势搭台，提升高邮全域旅
游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会上，市旅游局主要负责人传达了
省和扬州市旅游工作会议精神，对全域
旅游奖补政策及申报要求进行了说明。

本报讯（记者 翟甜甜）9日下午，全市经济和信
息化工作会议召开，
会议总结去年各项工作，研究部
署 2018年工作目标任务，并对先进单位和个人予
以表彰。副市长邱加永出席会议。
邱加永对全市经信系统所取得的成绩表示肯
定。他要求，
2018年我市工业经济要紧紧围绕工业
转型升级工程，坚持“新发展”理念，
坚持稳中求进的
总基调，进一步做大增量、做优存量、做精质量，引领
助推产业转型升级，
服务支持企业创新发展；加快推
进园区项目建设，加大园区投入，完善园区基础设
施；着力推动产业转型，
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占
比进一步提高；强化工业发展服务保障水平，进一步
优化经信部门职能，
强服务促发展。

张秋红还强调，市人大执法检查组要
尽快梳理此次执法检查所收集到的问题，
提交给相关责任部门加以解决。

让扶贫的春风吹满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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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期间，
“加大精准脱贫力度”
写进政
府工作报告，
体现了中央对扶贫脱贫工作的
重视和决心。呼应中央和省市精神，
我市
“聚
焦富民 聚力帮扶”工作开展一年来，人民群
众感受到了市委、
市政府关注民生的温暖春
风，特别是对 411户最贫困家庭的帮扶是
针对实情、出了实招，也见了实效。俗话说
“一年之计在于春”
，节后，各行各业生产已
经陆续恢复，万象更新之际不忘扶贫，仍然
应该是我们当前的一项重点工作。
要摸准实情，做到“解难”。经过一段时
间的扶贫攻坚，最贫困家庭的现状已经大
有缓解。特别是春节期间，各个层面的帮扶
相对集中，对贫困人群物资钱款的帮助相
对充裕，让他们过了一个温暖的节日。但这
些家庭倘若没有解决收入来源问题，物质
帮扶还不能最终解决问题。“碗里有了”解
决了眼下的问题，但是“锅里有没有”还是

! 周荣池
帮助困难群众找到“自助”
“自救”
“自富”的
我们要关注的重点。要让他们能“生活”，还
出路。这就需要我们更加细化落实“一户一
要有“生计”，更要有“生机”，否则静态的帮
策”的帮扶方案，根据各个家庭的不同情
扶不能解决长远问题。同时，要对那些新出
况，为他们出点子、想办法、找出路，帮助他
现的情况进行排查，特别是“因病致困”等
们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还有极少数特困
问题的新对象要进行排查，真正做到“扶贫
户不仅生活困难，而且“心理困难”
，存在
路上一个也不能少”。
要全程关注，
做到
“暖心”
。扶贫助困工 “等靠要”的思想，更要耐心地做好引导工
作，打消他们消极等待念头，
“田荒荒一季，
作，立竿见影的是物质钱款的帮助，但我们
人荒荒一世”，从早打算、自己动手才能最
也要注重在精神上的抚慰与帮助。一些百姓
终脱贫。
生活虽然面临困境，
但他们自强自立的精神
共同富裕是我们高远的理想，我们要
令人感动。在帮扶的过程中，还要多些“暖
全力打通扶贫的“最后一公里”——
心”
的举动，
不要简单地认为给了钱、
出了力
—要有打
就万事大吉。应多走近他们，坐下来与他们
持久战的信念，还要有扶贫扶智的理念，让
聊聊，告诉他们困难总会解决；留下联系方
扶贫助困工作取得新进展，让高邮成为一
式，让他们觉得党委政府一直离他们不远； 座春风永在的大爱之城。
登门走访之外，
平时的电话问候哪怕一个短
信，
也都是联系群众、
温暖人心的方式。
要终极帮扶，做到“扶智”。扶贫还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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