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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凤诚赴高新区督查重大项目建设，
要求——
—

既要“铺天盖地”更要“顶天立地”
本报讯（记者 管玮玮 通讯员 宰森旺）
13日上午，市委书记勾凤诚率市委办、发改
委、经信委、科技局、政务办主要负责人赴
高新区督查 2017年以来新开工及新竣工
的部分重大项目，实地了解项目建设进展
情况。勾凤诚强调，高新区要继续坚持项目
为王的理念，正确处理好“铺天盖地”与“顶
天立地”的关系，大力培育高效益的龙头企
业，切实提高项目的“含金量”，确保重大项
目建设既有“铺天盖地”的数量，更有“顶天
立地”的质量。副市长邱加永、王永海参加
活动。
勾凤诚一行走工地、进车间、看现场，
先后督查了扬州南明置业有限公司科技灯
具城项目、扬州林禾科技创新园有限公司
林禾科技创新园项目、扬州科丰高新产业
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创客中心项目、扬州有
象物联科技有限公司高邮市智慧城市产业
园项目、江苏宝太交通器材有限公司交通
器材项目、江苏尚今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太
阳能电池组件项目、扬州阿特兰新材料有
限公司新型无纺布项目等 10多个重大项
目，并详细听取了各项目负责人关于项目
推进情况的介绍。
勾凤诚指出，重大项目是稳定经济增
长、推动转型升级、拉长长板补齐短板的重
要载体。高新区要继续突出重大项目建设
这个工作重点，正确处理好项目招引和建
设过程中的“铺天盖地”与“顶天立地”之间
的关系，既要抓好中小项目的落户与成长，
实现量上的“铺天盖地”
；更要把招引大项

王林山 摄
目、培育大企业摆在非常突出的位置，以强
有力的工作措施，着力培育一批“顶天立
地”的龙头企业，助推工业经济实现高质量
发展。
勾凤诚强调，高新区在全力做好“三服
务”工作的过程中，要正确处理好竭诚服务
与把关把控之间的关系。既要全力以赴、一
心一意服务好企业、当好“店小二”，又要严
守底线和规矩，对所有落户的项目在规划、
选址等方面进行严格把关，以确保落户项

目质态真正符合当地产业发展规划、符合
国家各项政策规定。
当天活动中，
勾凤诚还听取了高新区中
国光明特色小镇和滨湖移步易景生态长廊
两个 PPP项目具体进展情况汇报，并要求
高新区要坚持规划引领，规范操作程序，
加
强学习与思考，深入了解国家相关政策，
大
胆创新思维，
加快推进项目的实施进程。
邱加永对高新区重大项目建设提出了
具体工作要求。

连镇铁路电气化项目部向市政府赠送锦旗

市人大督办1号重点代表建议
同时督查高邮湖“河长制”工作推进情况
本报讯（记者 管玮玮）12日上午，市人
大常委会主任张秋红率领相关部门负责人重
点督办 1号重点代表建议办理情况，并督查
高邮湖
“河长制”
工作落实推进情况。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孙明如参加活动。
1号重点代表建议 《关于进一步强化河
长制全面落实工作保障建议》，是吕高坤、吴
朝斌代表在市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提出
的，被今年市人大常委会确定为重点代表督
办建议之一。会上，
市水利局汇报了我市“河
长制”
工作落实推进情况、目前存在的薄弱环
节以及下一步需要解决的问题等。市规划局、
环保局、公安局、农委、开发区、高新区（送桥
镇）、高邮镇、界首镇、菱塘回族乡等部门（单
位） 相关负责人汇报了各自配合推进“河长
制”
工作落实的相关情况。
在听取方方面面的情况介绍，并实地查
看了界首镇、
开发区以及高邮镇区域范围内的
高邮湖
“三退三还”
治理现场后，
张秋红对我市
在落实推进
“河长制”工作所取得的成绩表示
肯定。她要求，
市水利局作为 1号重点代表建
议办理的主要责任主体，要进一步提高思想
认识，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强有力的工作
力度，
强力推动
“河长制”
工作的全面落实；要
进一步强化责任担当，将各相关部门（单位）
所涉及的责任进行再明确、
再强化，确保每一
项工作有人抓、有人问；
要健全和完善监督和
检查工作机制，完善各项保障政策，确保“河
长制”
工作真正落实到位，
取得预期效果。
关于高邮湖“河长制”工作，张秋红强调，
各相关乡镇（园区）以及各职能部门要进一步
强化宣传，引导社会增强保护水资源和水环
境的意识；要不断明确责任、履行各自职责，
按照属地管理的相关规定，全面统筹好高邮
湖“河长制”
工作的有效落实；要围绕重点，加
强部门与乡镇之间的相互沟通与协调，以强
有力的举措逐步解决好高邮湖“河长制”工作
推进过程中的突出问题。

本报讯（通讯员 赵新 张正清 记者
葛维祥）13日下午，中铁武汉电气化局
集团有限公司连镇铁路项目经理部项
目党工委书记张陕峰特地从扬州赶到
高邮，向高邮市政府赠送一面锦旗。锦
旗上书:
“ 高邮心，情系连镇建设；高铁
梦，勇当开路先锋”，以感谢我市在连镇
铁路沿线县市中率先全部完成交付 12
块“四电”用地，为电气化项目如期实施
提供保障。受市长潘学元委托，市委常

委、市政府党组成员、市委统战部部长杨
文喜代表市政府接收了锦旗。
据介绍，连镇铁路全线共有“四电”
用地 89块，其中扬州市 40块，我市 12
块。4月 4日，高邮位于城南经济新区的
最后一块“四电”用地完成交付施工单
位。至此，
我市 12块共约 52000平方米
的“四电”工程用地圆满完成交付使用，
是扬州段唯一一家全面交付使用的县
市，也是连镇铁路全线首家。

城区户外广告店招标牌专项整治启动
本报讯（记者 赵妍东方）13日上午，
城区户外广告店招标牌专项整治动员会
召开。副市长李生出席会议。
据了解，本次城区户外广告店招标
牌整治工作将本着“控制数量、提高质
量、塑造精品”的原则，切实提升户外广
告设置规划、审批、管理、查处的制度
化、规范化水平，确保城市户外广告管
理规范有序。本次户外广告店招标牌整
治范围为：东至捍海路、南至南外环、西
至运河东堤、北至北外环。整治内容包
括：未经许可和许可期已经期满的楼顶
户外广告设施、店招标牌；设置在公共

创文明城 做文明人

场地上的户外广告设施；在主次干道两
侧门店设置的一店多招、
多层多招、竖式
店招；城区内高立柱广告；其他不符合城
市容貌标准的户外广告设施。
会上，李生要求，各相关部门要明
确目标，思想认识再提高，充分认识到
整治的必要性和存在的问题；要抓住关
键，整治举措再靠实，按照“减量、规范、
美观、安全”的总体要求扎实推进；要严
密组织，工作责任再明确，强化组织领
导和舆论宣传，形成合力进行长效管
理，加强督查考核，为新一轮全国文明
城市创建增光添彩。
会上，
市城管局解读了《我市城区户
外广告店招标牌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相
关部门作了表态发言。

本报讯 （记者 葛维祥）
13日上午，市长潘学元主持
召开座谈会，就深入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上级工
作部署，切实化解村级债务、
做好农村扶贫开发工作、完
善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培
育农业龙头企业、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等工作分项听取
汇报，
征求参会人员意见，审
议方案内容，并实时提出修
改要求。市委常委、常务副市
长赵广华参加污染防治实施
方案审议座谈。
座谈会上，市委农工办
负责人就 《关于在全市开展
村级债务化解三年行动计划
的意见》
《关于进一步做好农
村扶贫开发工作的 实 施 意
见》和《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
有权、
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
法实施意见》的起草作说明，
市农委负责人就 《高邮市农
业龙头企业培育三年行动计
划（2018—2020年）》的 起
草作说明，市环保局负责人
就《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三
年行动计划”
实施方案》的起
草作说明。
潘学元每听取一个方
案起草说明汇报，立即向参
会人员征求意见。对大家的
发言，他一边仔细询问，一
边认真记录。在听取参会人
员的意见和建议后，他对相
关方案一一提出修 改 和 完
善的要求。
潘学元指出，村级债务
化解事关农村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牵涉
乡村振兴的大局；
“三年行动”必须要把存量债
务化解，
杜绝新增债务，
同时建立村级增收的良
好机制。他要求，要切实抓好“三年行动”的组织
保障，
加大考核督查力度，将这项工作真正落到
实处。
就做好农村扶贫开发工作，潘学元强调，要
按照“三保三助三提升”的要求，把贫困群众的
生活保障和医疗保障放在扶贫工作的首位，特
别是要做好失独孤寡家庭及人员的供养保障，
改善敬老院的居住环境和硬件设施。
潘学元指出，农村土地“三权分置”要定位
指导意见，积极探索创新承包权和经营权的方
式方法，按照
“积极探、稳妥推、小心试”的原则，
一方面对已流转的土地想方设法提高收益率，
另一方面对没有流转的土地加快流转，探索农
民增收新途径。
潘学元要求，培育农业龙头企业目标要调
高，要像搞工业企业一样造势，加大力度把国家
级、省级农业龙头企业招引到高邮，同时要大力
鼓励本地农业龙头企业做大做强，力争上市。
潘学元强调，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三年行
动”计划已是第二轮征求意见，要把标准再提
高，把工作再具体、项目化，把牵头部门和职能
部门的分工再细化，
并做好衔接，形成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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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届中国双黄鸭蛋节开幕
倒计时

1天

江苏高邮鸭集团
红太阳食品有限公司
为您计时

全市党风廉政宣教工作会议召开
本报讯（记者 翟甜甜）日前，我市召
开党风廉政宣教工作会议，明确当前党
风廉政宣教工作的定位和重点，进一步
提高认识、转变观念、理清思路，推动全
市党风廉政宣教工作再上新台阶。

会议要求，全市各级党组织和纪检
监察组织要加大反腐倡廉宣传力度，形
成良好舆论环境；要深入开展反腐倡廉
教育，把党章党规党纪作为党委（党组）
理论学习中心组必修课，（下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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