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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下发文件要求——
—

高邮镇为“双节”献礼

切实做好全市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
本报讯 （记者 葛维祥 通讯员 刘妍）
近日，市政府下发了《关于认真做好全市
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的通知》 的文件，要
求全市上下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开
展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的通知》的精神和
省政府、扬州市政府关于做好第四次全国
经济普查工作的文件要求，切实做好全市
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
据了解，普查对象是在我市境内从事
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全部法人单位、产
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普查具体范围
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
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
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
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
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教
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
业，
公共管理、
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等。普
查主要内容包括普查对象的基本情况、组
织结构、人员工资、生产能力、财务状况、
生产经营和服务活动、能源消费、研发活
动、信息化建设和电子商务交易情况等。
普查标准时点为 2018年 12月 31日，普
查时期资料为 2018年年度资料。

对做好普查工作，
《通知》要求加强统一
领导，
优化方式，
创新手段，
扎实做好普查组
织实施工作；各有关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能，
各负其责、
密切配合，
合力做好普查工作；
把
握关键环节，
各普查机构要结合实际，
制定
全面周密、
切实可行的普查方案，
有计划、
有
步骤地开展工作；
依法规范普查，
严格履行
保密义务，
承担泄密责任；
落实支撑保障，
各
乡镇、园区要把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列入
2018年和 2019年的年度重点工作计划，
成立相应的普查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普
查所需经费列入相应年度财政预算予以保
障，
并确保按时足额拨付到位。

本报讯 （通讯员 张智群 李文哲 记者 翟甜甜）
随着中国双黄鸭蛋节和扬州
“烟花三月”国际经贸旅
游节临近，节庆氛围逐渐升温，连日来，高邮镇京、
沪、
广驻外招商小分队纷纷传来捷报。目前已初排节
庆期间签约项目 ６ 个。
据了解，
今年节庆期间，高邮镇将与辉黄（香港）
公司、山东华宇航天空间技术公司等签订生态旅游
开发、智能型微光转换器等 6个项目合作协议，均投
资 5000万元以上。值得一提的是，
卡特刘科技公司
电力工具项目上月已经签约，目前相关手续正在紧
锣密鼓地办理中，即将顺利开工。
高邮镇驻外招商办事处充分发挥对外联络的窗
口和桥梁作用，精准提供客商线索，
为顺利实现招商
引资开门红奠定了坚实基础。对照全年目标，在 ３
月份已签约新项目 2个的基础上，高邮镇真正实现
序时过半、
进度过半的“双突破”
。
高邮镇帮办代办中心负责人表示，项目签约后，
高邮镇将明确专门“店小二”进行跟踪服务，全力推
进，
及时帮助解决企业项目建设中的困难和问题，促
其投足力量，
上足资金，
早日投产达产。

市级机关首季大党课开讲
本报讯（记者 翟甜甜）12日下午，
市级机关
工委组织开展市级机关 2018年第一季度大党
课，特邀市社科联副主席曹丰汉作题为《
“一带
一路”
引领共创繁荣的光明之路》的主题讲座。
曹丰汉从“一带一路”倡议的经济意义、
“一
带一路”
倡议的国际政治意义、采取多边合作框
架进行“一带一路”建设、
“ 一带一路”存在的风
险和挑战等四个方面对
“一带一路”政策进行全
面阐释。讲座既有理论分析，又有现实案例，让
党员们对
“一带一路”
政策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喜迎节庆 勇创佳绩

本周天气先晴好后阴雨
本报讯（通讯员 全慧 记者 杨晓莉）昨日，
记者从气象部门获悉，本周我市天气以多云或
晴为主。本周末，受一股弱冷空气影响，我市或
将迎来雷阵雨天气过程。本周气温变化不大，最
高气温 26℃左右，最低气温 7℃左右。
本周具体天气为：
16日，多云转晴，最高气
温 20℃左右，最低气温 7℃左右；
17日，晴，最
高气温 20℃左右，最低气温 10℃左右；18日，
晴到多云，最高气温 23℃左右，最低气温 13℃
左右；
19日，多云，最高气温 24℃左右，最低气
温 14℃左右；
20日是“谷雨”，当日多云转阴，
最高气温 26℃左右，最低气温 16℃左右。21
日，阴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 23℃左右，最低
气温 15℃左右；
22日，阴有雨，最高气温 22℃
左右，
最低气温 16℃左右。

公房出租公告
经有关部门批准,市棉麻
总 公 司 定 于 2018年 4月 23
日下午三点在棉麻总公司三楼
办公室 （通湖路 156-1号）对
龙虬镇南首厂房主楼 （面积约

近期，扬州市丰益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采用无人机为高邮镇滨湖景区万
亩油菜进行病虫害防治。目前已出动无人机 2
5架次，油菜病虫害得到了有效控
制。图为工作人员正在操控无人机的场景。
王林山 摄

界首22件人大代表建议全交办
本报讯（通讯员 毛群英）日前，界首
镇开展人大主席团和人大代表建议交办
活动，
对界首镇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
次会议上所提代表建议进行全面交办。
据了解，在界首镇十九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全镇人大代表共提
出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和群众切身利益的
建议 22条。

800㎡）公开招租，年租金参考价 2.
5万元，租期 5年，租金一年一清。
具体招租细节及要求参见招租单位招租须知。
有意者请于 2018年 4月 23日上午 9点前到高邮市棉麻总公
司三楼办公室办理报名手续，报名时需交保证金 1万元。
标的展示时间：2018年 4月 12日至 4月 20日（节假日除外）
单位地址：
高邮市通湖路 156-1号
咨询电话：
13328140786
（翁先生）
财政局监督电话：0514－84610773
（翟女士）

（上接一版）发挥先进典型引领作用，让党员干部学
有榜样、行有示范、赶有目标；要加强案例剖析和警
示教育，用身边人身边事开展警示教育。集中开展
主题教育活动，在完成规定动作的同时，创新自选
动作；大力推进廉政文化建设，深入挖掘和弘扬民
族文化中的廉洁因素，传承利用好本地优秀传统文
化资源，创新展陈载体，丰富展现形式，在党章党规
党纪教育中融入崇廉尚洁的社风民俗，使广大干部
群众喜闻乐见、易于接受；持续践行和传承优秀家
风家训，引导党员干部自觉加强自身修养，培树清
明家风，以好家风促进好作风，以好作风来涵养党
风政风。积极发掘和培育廉政文化建设典型，发挥
廉政文化建设的示范引领作用。

三垛镇吹响“创卫”冲锋号
本报讯 （通讯员 李文朝 张晗月）10
日下午，三垛镇召开创建国家卫生镇工作
动员大会，动员部署创建工作。
会上，
该镇相关负责人指出，
今年是三
垛镇创建国家卫生镇的关键之年、决胜之
年，
各村各单位要提高思想认识，
加强组织
领导，牢固树立“锁定目标 、众志成城、攻
坚克难、志在必得”的创建理念，积极行动

公房出租公告
经有关部门批准，高邮市
交投集团定于 2018年 4月 20
日上午十点在高邮市交投集团
（蝶园路 29号） 对高邮镇中市
口菜场南 1号门面房进行公开
招租，面积约为 67.
31㎡，年租

起来，鼓起干劲、同心协力，迅速在全镇掀
起“创建”工作的新高潮，进一步明确“创
建”
工作的目标任务、组织机构及各自的工
作责任，
确保创建国家卫生镇一举成功。
同时，该镇卫生院、村建环保中心、三
阳社区就如何发挥职能作用，积极参与支
持创建工作作表态发言，各村各单位递交
了创建工作责任状。

金参考价 1万元，
租期一年，
竞租保证金 1万元。具体招租细节及要
求参见招租单位招租须知。
有意者请于 2018年 4月 19日下午六点前（节假日除外）到高
邮市交投集团一楼 8103办公室办理报名手续。
标的展示时间：
2018年 4月 10日至 4月 19日（节假日除外）
单位地址：高邮市蝶园路 29号
咨询电话：0514-80527803
（左先生）
财政局监督电话：
0514－84610773
（翟女士）
高邮市交投集团
2018年 4月 16日

200元抵价值 1800元普拉提现金抵用券（限文体中心店）

驿动普拉提
因为我们的出现，你会爱上普拉提，
爱上自己的身体

驿瑜伽匠心之作——
—
8
0
0平高端私教小班课体验空间

明 星 课 程
·国际维密瘦身训练营
·明星普拉提核心床
·超级翘臀针对训练
·孕妇瑜伽 +产后普拉提修复
·垫上动感普拉提、波速球等

初始会员，新卡发售，最后机会，错过不再有
郑重承诺：5年内预售卡价如低于本次预售价 本公司将作 10倍赔偿

联系电话：戚经理 13805271488 地址：高邮市文体公园全民健身中心二楼

热烈祝贺千人户外瑜伽盛会取得圆满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