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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引建设十多个“颜值”项目 打造全国首家消防产业园

三垛经济植入品质“基因”助推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通讯员 王平 李文朝 记者

殷朝刚）日前，记者在三垛镇采访，该镇的
中信重工特种机器人项目让人为之振奋。
在智能化生产车间，企业负责人指着一款
消防灭火机器人说，这款机器人本领可大
了，发生危化品爆炸、火灾后，救援人员无
法靠近或进入火灾区域时，特种机器人可
“闯火海”实施救援灭火。三垛镇镇长王勋
高兴地说，特种机器人项目总投资 10亿
元，达产后可实现年产值 20亿元。目前，
三垛镇还有一批有“内涵”的项目正在建
设中，为该镇实现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植
入了品质“基因”。

三垛镇工业经济也曾有过辉煌，五金
机械、纺织服装、消防器材等是该镇的主
导产业。 特别是消防器材产业，是该镇
的传统“当家花旦”，但该产业经过二十多
年的发展仍然是“老腔老调”，六十多家企
业基本都是以生产水带、接口、水枪等老
产品为主，市场占有率虽占全国的四分之
一，但产品底端，附加值低。为彻底改变工
业经济现状，三垛镇党委、政府一班人痛
定思痛，潜心招引有“颜值”、有内涵、有质
量的项目，以品质项目为“基因”，助推工

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信重工是一家大型国有上市企业。

为把特种机器人项目引进来，三垛镇可谓
殚精竭虑、不惜“血本”，兴建了 28000平
方米标准化厂房，让项目投资方“拎包入
住”。王勋说，前期付出看起来是大些，但
项目达产后就是年产值 20亿元，产品市
场前景广阔，这一项目能够带动三垛镇整
个消防产业发生质的转变。

总投资分别为 10亿元的中电投、深
能新能源项目，使三垛“借风生财”，实现
了外资利用、财税经济、结构调整的多
赢。通威高端饲料生产项目总投资 5亿
元，今年年底竣工投产，可实现年销售 10
亿元以上，利税 6000万元以上。镇工业
助理葛瑞良说，一两个大项目的开票销
售就超过三垛目前一年的工业开票销售
总量，以往想都不敢想。目前，三垛镇还
有泓亿环保、立华畜禽、希尔乐游乐设备
等 10多个亿元以上项目相继竣工或开
工建设。

为发挥产业资源禀赋的优势，真正使
传统产业“脱胎换骨”、精彩嬗变，三垛镇
在财力不是十分宽裕的情况下，打造全国

第一家消防科技产业园，以园引“蝶”，孵
化发展。目前，已有中信重工、盛鑫、邮星
等十多家重点消防器材生产企业进园发
展。记者在园内看到，企业生产的产品不
再是过去的“老脸色”，电控消防炮、车辆
主动式灭火系统、水成膜消防泡沫、灭火
机器人等一批科技含量和附加值高的新
产品“各领风骚”。其中，电控消防炮在国
内市场“独树一帜”，消防射程可达三十层
楼高，切实解决高层消防灭火的难题。王
勋介绍说，三垛现在的消防器材重点生产
企业，家家都有“我有人无”的新产品，彻
底摆脱了以往同质化竞争的窘境。同时，
还倒逼了传统“跑龙套”的生产企业转型
升级。到2020年，进入消防产业园的企业
可达50家，开票销售将实现倍增。

在三垛企业采访，记者还发现许多企
业的掌门人都是30多岁意气风发的接班
“少帅”，而且每家企业的背后都有知名高
校、科研院所等一批“最强大脑”提供创新
智力保障。镇党委书记杨朝友底气十足地
说，植入品质“基因”，必将成为催生高质
量发展的“活力因子”，三垛镇工业经济在
两到三年内定能实现“裂变”式增长。

地址：高邮市文游中路160号（行政大厅南侧）
咨询热线：0514—85838518

收益更高 靠档计息 期限多样 自动兑付 存款保障

市场化定价，
收益率更高

提前支取
靠档计息

20万元起存，每千元
递增，多种期限选择。

实时起息，到
期自动兑付

纳入存款保险制度
保障，保本保收益

大额存单 轻松招财

江苏银行个人大额存单

总 第 3429期

2018年 第 93期
今日高邮：http://www.gytoday.cn 在线投稿：http://tg.gytoday.cn

热线：84683100 传真：84683106

星期三【今日4版】

中共高邮市委 高邮市人民政府 主办 高邮市新闻信息中心 承办

!"#$年 %月 日
戊戌年四月初二

16 高邮 25℃—35℃
多云，局部有时有阵雨或
雷阵雨，偏南风4级左右。

第八期人大讲堂开讲
本报讯（记者 管玮玮）15日上午，市人大举办的

第八期“人大讲堂”开讲，邀请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
长、博士生导师王太高作宪法方面的讲座。市人大常
委会主任张秋红、副主任杨向东到场聆听讲座。讲座
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薛晓寒主持。

讲座中，王太高以“第五次修宪与我国法治建
设”为题，从宪法的基本概念和重要法律地位展开
论述，回顾了建国以来宪法制定和修订的整个发展
历程，并着重对本次修宪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入宪、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修
改国家主席任职方面的规定以及增加监察委等重
点内容进行了客观分析和深入解读，使现场聆听者
尤其是各级人大代表受益良多。他们表示，宪法是
国家的根本大法，也是人民全体意志的集中体现，
学好、读懂、用好宪法可以更好地行使代表权利，帮
人民代言、为人民服务。

我市召开食品药品安全暨
省级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推进会

本报讯（通讯员 张树明 记者 翟甜甜）15日上
午，我市召开食品药品安全暨省级食品安全示范城
市创建推进会，回顾 2017年全市食品药品安全工
作情况，并对2018年工作进行部署。副市长邱加永
出席会议。

2017年，全市各乡镇（园区）、各监管部门按照
“四个最严”要求，强化日常监督检查，深入开展食品
安全和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不断提高食
品药品安全治理能力和水平，全年未发生重大以上
食品药品安全事件。

邱加永要求，要严格落实各乡镇园区、部门单位
的工作责任，建立健全条块结合的监管体系；以基层
食安办规范化建设为抓手，进一步健全组织机构，强
化人员、资金等保障供给；积极推进扬州市级食品安
全示范乡镇创建行动，努力补齐创建“短板”，为创成
省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奠定基础；加强正面宣传，引导
舆论监督。

会议表彰了一批先进单位和新进个人，界首镇、
城南新区、高新区、高邮镇被命名为食品安全示范乡
镇。各乡镇（园区）、市食安委成员单位负责人递交目
标责任状。市城管局、高邮镇作交流发言。

我市点评推进“文明校园”创建工作
本报讯（记者 管玮玮）15日下午，我市召开全市

“文明校园”创建工作点评推进会，回顾总结前一阶
段创建工作，点评通报教育系统文明城市创建领导
小组第一轮督查情况，研究部署下阶段任务。副市长
王薇出席会议。

今年4月中下旬，我市教育系统正式开展新一
轮“文明校园”创建工作，城乡各学校利用电子屏、黑
板报、宣传栏、文化墙等宣传阵地，通过张贴悬挂创
建标语、宣传画，以及签订一份责任书、开展一次集
中学习、举行一次知识测试、组织一次专项督查等形
式，大力推进创建工作，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王薇要求，下一阶段，各校要针对创建的薄弱
环节，进一步加强领导，明确工作责任，切实将创
建各项任务一项项落实到岗位、量化到个人；要建
立健全创建工作长效机制，做到整改一个问题、堵
塞一个漏洞、完善一项制度；要发挥“小手拉大手”
作用，引导学生家长积极关注创建、参与创建、支
持创建；要将创建工作与各项教育工作有机结合，
统筹推进，确保教育教学实绩与文明校园创建“双
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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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对审计整改工作再上“紧箍”———

向社会公开审计整改结果并加大曝光力度
本报讯（记者 葛维祥）日

前，市政府出台《关于进一步加
强审计整改工作的意见》（以下
简称《意见》），旨在强化审计整
改工作责任，完善审计整改工
作制度，提高审计整改工作实
效。

《意见》要求，被审计单位作
为落实审计整改的责任主体，要
制定审计整改计划，严格执行审
计决定，认真采纳审计意见和建
议，完善相关管理制度，加强内
部管理控制。《意见》明确：被审
计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是落实审
计整改第一责任人，对部门、单
位自身存在的问题要切实抓好
整改，对重大问题要亲自管、亲
自抓；对下属单位存在的问题要
履行监管责任。相关下属单位的

主要负责人是落实本单位审计
整改的直接责任人。有关主管部
门要督促被审计单位做好审计
整改。审计局要加强对被审计单
位审计整改工作的检查。监察机
关要对被审计单位落实审计整
改情况加强监督。

为切实推进审计整改工作，
《意见》明确要求完善“七项审计
整改制度”，即：审计整改报告制
度、工作督查制度、联动制度、跟
踪检查制度、问责制度、结果运用
制度、通报和公告制度。《意见》还
明确，被审计单位要按照有关要
求，向社会公开审计整改结果。对
拒不整改或屡审屡犯的予以公开
曝光，促进审计监督与舆论监督、
社会监督有效结合，提高审计整
改效果。

创文明城 做文明人

58家食品小作坊获补助28万元
本报讯（通讯员 张友富 郑玉林 记者 翟甜甜）“店

里的环境好了，还领到了政府发放的小作坊改造补助
金。”近日，经营陈氏牛羊肉坊的陈老板拿着刚发放的
6000元食品小作坊改造补助资金高兴地说。据了解，
为支持小作坊改善生产经营条件，引导小作坊登记领
证并进行规范管理，近日，我市向去年 11月 30日前
经升级改造，依法领取《营业执照》和《食品小作坊登记
证》的食品小作坊，累计发放了28万元的补助资金。

据介绍，从 2017年起，我市下发了《高邮市食品
小作坊登记证申领办法》和《食品小作坊加工品种目
录》两份文件，对食品小作坊实行登记制度，对改造后
符合相关要求，并成功领到营业执照和登记证的，根据
食品小作坊的规模、生产加工食品品种及改造资金投
入等情况，确定分类补助标准。符合申报条件的食品小
作坊通过申请填报、资格审查、公示等程序，无异议后
即可领取补助资金。

据了解，此次食品小作坊改造资金补助发放对象
共58家，总金额28万余元，户均近5000元。下一步，
我市将继续加强督促检查，将食品小作坊检查纳入年
度监督检查计划，做到百分百全覆盖，并有针对性地开
展“飞行检查”，以确保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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