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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多样

自动兑付

存款保障

20万元起存，每千元 实时起息，到 纳入存款保险制度
递增，多种期限选择。 期自动兑付 保障，保本保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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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勾凤诚主持召开城建重点项目推进会，要求——
—
勾凤诚主持召开聚文化人座谈会，
强调——
—

聚文化人核心在人
吸引外地人，通过一系列“聚文化
本报讯 （记者 郭玉梅 翁正
人”
具体项目的实施，
展示高邮独特
倩） 10日上午，市委书记勾凤诚
的文化特色和城市魅力。要把推进
主持召开聚文化人座谈会，听取
具体工作事项当做创作
各相关部门未来一段时间尤其是 “聚文化人”
文化作品一样认真对待，要对标高
今年下半年推进“聚文化人”的工
层次，提升影响力，聚焦年轻人，对
作打算和以项目化方式明确具体
接大市场。要通过一系列丰富多彩
工作事项的情况汇报，以及文化
的文化活动推进“聚文化人”
，不断
研究院负责人、社会各界人士代
强化各类活动功能的整合和融合，
表 对 推 进“ 聚 文 化 人 ”的 意 见 和
兼顾各类人群，鼓励社会主办，着
建议。
力创新创造。
在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后，勾凤
勾凤诚强调，推进“聚文化
诚指出，推进“聚文化人”是市委今
人”并非一蹴而就，需要全社会上
年的重点工作之一，全市上下要充
下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与参与，
分认识推进“聚文化人”的重要意
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破除旧的思
义。他强调，
聚文化人核心在人，
关
维定势，摒弃与新时代不相适应
键在作品，重点在活动。要通过推
的思想观念和工作方法。要以开
进“聚文化人”进一步提升高邮人
放的理念引入市场机制和市场化
的素质，打造高邮软实力，提升高
手段，不断加大对文化事业发展、
邮这座城市的核心竞争力。要教化
当代人、争做文化人、传颂有名人、 文化产品打造的市场投入力度，

鼓励更多的社会人参与其中，让
更多的文化产品与民共享，并通
过行之有效的手段打造传统文化
和新兴文化，推进“聚文化人”落
地见效。
会上，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秋
红要求，
要分类部署，
让
“聚文化人”
工程项目化；要落实责任，让“聚文
化人”
工程实施主体明确化；
要突出
重点，
让
“聚文化人”
工程特色化；
要
常态督促，让“聚文化人”工程效果
最大化。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潘建奇
要求，推进“聚文化人”既要全面推
进又要彰显特色；既要各部门全力
以赴，又要部门与部门之间整体联
动、群策群力。
市领导薛晓寒、王薇、傅 晓 、
居晓波就推进“聚文化人”也分别
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市政府召开民生专题会议——
—

聚焦热点难点 回应民生诉求
本报讯（记者 翟甜甜）10日上
午，市政府召开民生专题会议，研
究解决当前民生诉求热点难点问
题，并就做好下一步工作进行部
署。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赵广华
主持会议。
会议通报了市民反映的热点民
生问题，
并对交通安全、
市区建筑工
地噪音问题、龙虬镇垃圾填埋场影
响居民生活问题以及市区油烟污染

问题等进行了讨论研究，相关部门
单位汇报了解决问题的建议方案。
赵广华指出，改善民生是落实
上级最新精神的重要举措，是实现
高水平全面小康的关键任务，是
全力推进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
意，是回应群众诉求的迫切需要。
通过近几年持续不断的努力，我
市民生工作水平有了明显提高，民
生幸福指数持续提升。

赵广华要求，各相关部门要标
本兼治，加强事中事后监督，发挥
警示与引导作用；要善于从源头抓
起，充分利用事前决策、规划等各
环节，真正起到釜底抽薪的治本作
用。同时，各相关职能部门要充分
发挥自身优势，在开展好本职工作
的同时，运用现有资源，对相关业
务线索进行兼顾摸排，并灵活协调
相关单位，开展联合执法行动。

我市颐养社区建设工作受肯定
本报讯（记者 管玮玮）10日上
午，
扬州市人大环资委主任刘焕琴一
行来邮，
对我市颐养社区建设工作进
行专项督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
向东、
副市长刘春林参加活动。
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形势，
今年年初，扬州市八届人大二次会
议作出了《关于切实加强颐养社区
建设的决议》。前不久，
我市围绕决
议明确了颐养社区建设目标任务，
制定印发了 2018—2021年 颐 养

随着我市
生态环境进一
步优化，近年
来，有近百只国
家一级保护动
物东方白鹳在
我市安家落户。
眼下正是它们
的繁殖季节，许
多市民看到东
方白鹳在我市
周山、界首、开
发区等地自由
翱翔。图为记者
日前在清水潭
拍摄到的东方
白鹳休憩场景。
王林山 摄

社区建设总体方案和 2018年颐养
社区建设年度实施计划。为推进落
实此项工作，扬州市人大常委会派
督查组赴各县（市、区）督查颐养社
区建设工作情况。
在邮期间，督查组一行查看了
高邮镇水部楼社区和御码社区颐
养示范社区现场，听取了我市关于
推进颐养社区建设工作的情况汇
报，并与市民政局、卫计委等部门
单位负责人进行了面对面交流，对

我市颐养社区建设工作所取得的
成绩表示肯定。同时，她要求，要按
照扬州市颐养社区建设相关部署
要求，以扎实有效的工作举措，力
促该工作取得新进展；要对照扬州
市总体建设方案和年度实施计划，
进一步对标找差，强化颐养示范社
区各项硬件设施建设，提高服务跟
踪配套能力；要根据广大老年人的
需求和意愿，立足社区实际情况，
创新方法，争做表率。

坚持系统思维 突出环环紧扣
加快推进城建重点项目
本报讯 （记者 杨晓莉）10日
下午，市委书记勾凤诚主持召开
城建重点项目推进会，听取部分
重点城建项目进展情况汇报，对
提速加快项目建设步伐进行再动
员再部署。勾凤诚强调，要坚持系
统思维、突出环环相扣，紧扣时间
节点、奋力攻坚克难，加快推进项
目建设步伐。副市长李生、市政协
副主席张拥军参加会议。
座谈会上，
勾凤诚分别听取了
盐河之星、澄子湖公园、西北片区
改造等城建重点项目实施进展情
况以及部分项目规划情况汇报。
汇报中，他边听、边问、边记，详细
了解各个项目实施进展，认真剖析
在推进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难点，
进一步明确每个项目的责任主体
以及项目完成时间。针对部分难
度大、进展慢的城建重点项目，勾
凤诚逐一提出指导性意见。
听取汇报后，勾凤诚首先对
近年来城建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
肯定。他说，近年来，城建重点项
目建设步伐加快，高邮的城市面
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市
综合功能得到明显提升。他指出，

城建重点项目是一项重要的民生
工程，百姓关注度高，要牢固树立
时间节点意识，围绕既定的时间
节点，排查、解决好项目推进中存
在的困难和难题，倒排序时，提精
神、增干劲、再发力，按照序时进
度完成好各个城建重点项目建
设。同时，勾凤诚强调，各项目牵
头责任单位要统筹考虑，任务到
人，围绕工程建设，排查、理清所
有问题，
进一步明确责任主体和责
任人；要“挂图作战”
，强势推进，抓
住项目推进中的各个关键环节，发
现问题、解决问题，全力促进重点
项目顺利推进；要守住底线、敢于
担当，按照规章制度办事，遇到问
题决不退缩，做到公平公正；要系
统思维、环环相扣，在城建重点项
目推进过程中，作为项目主体的
各责任单位要全力做好本职工
作，紧盯目标任务不放松，全力加
快城建重点项目建设步伐。
李生要求，
要进一步明确责任，
成立强有力的工作班子，创新工作
举措，
攻克关键环节，
并加强部门之
间协调沟通，
强化督查考核，
携手加
快推进各项城建重点项目建设。

城区三块违规大型户外广告牌拆除
中市口临时疏导点同时撤销
方式，对有困难的业
本报讯 （通讯员 王云 记者 “人性化助拆”
主进行协助拆除，
确保了整治工作
子杼）8日上午，市城管部门对中
有序推进。截至目前，
城区三块大
市口西南角、海潮路南海桥西北
型违规户外广告已经全部拆除，面
角、
海潮路与屏淮路交叉口东南角
三块大型违规户外广告进行拆除， 积总计约 300平方米。同时，中市
口临时疏导点也已拆除完毕，下一
同时撤销中市口临时疏导点，启动
步职能部门将建设非机动车停车
非机动车停车场的建设。
场，
以解决中市口菜场周边非机动
为确保整治行动取得实效，市
政府办公室专门下发了工作方案， 车停放无序的现象。
要求公安、社区、建设等部门单位
开展联合行动。在拆除行动中，为
将相关矛盾缩小到最小限度，执法
人员在广泛宣传的基础上，采取

创文明城 做文明人

加大技改力度 实施品牌战略

晶品新能源公司“逆风飞扬”创佳绩
本报讯 （记者 葛维祥 通讯
2017年 投 产 当 年 就 实 现 销 售
员 宰森旺）日前，记者在高新区
2.
35亿元，今年上半年累计实现
采访时了解到，
落户该区的江苏晶
销售近 1.
3亿元（不含税）。与此同
品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在国内太
时，该公司实施品牌战略，注册了
阳能光伏行业“遇冷”的形势下仍 “晶品”商标，创立了自己的品牌，
“逆风飞扬”，不仅实现了满负荷生
并创新举措对硅棒和硅片进行
产，而且产品订单已排至 10月 “二维码”识别，以保障产品质量
份。
“公司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和
和品牌信誉。在此基础上，该公司
知识产权，主要靠高产出、高质量， 充分挖掘客户资源，瞄准规模较
以及自主品牌赢得市场。”晶品新
大的上市公司找市场，进一步拓
能源公司负责人介绍说。
展了市场空间，目前产品订单已
据了解，江苏晶品新能源科
排至 10月份。此外，该公司不断
技有限公司是高新区一家并购重
优化内部管理，注重节能降耗，千
组光伏企业，2016年 6月登记注
方百计降低生产成本，取得了显
册，2017年 4月投入生产。在全
著成效。预计公司全年可生产单
国光伏产业“遇冷”的形势下，该
晶 1200吨，实现销售 3.
5亿元，
公司组织科技人员对原老式单晶
较上年大幅增长。
炉进行技术升级改造，改造后的
单晶炉产能较原来翻了近一番，
同 时 节 约 电 能 15~20%左 右 。

思想大解放 发展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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