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垃圾分类益处多 环境保护靠你我 —
——
所谓垃圾其实都是资源，当你放错了位置时它才是垃圾。
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生活垃圾总量也呈逐年增长的态势，如
何使这些垃圾变废为宝，
从而实现垃圾的资源化以及垃圾分类
的科学化管理，
已成为当今社会关注的迫切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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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凤诚赴临泽镇部分村（社区）走访——
—

扬州旅游协会领导来邮调研

持续精准发力帮扶
因地制宜推进富民

勾凤诚等陪同
本报讯 （通讯员 毛群英 记者
子杼） 9日，扬州市旅游协会会长
王玉新一行来邮，专题调研我市文
化旅游产业发展情况。市委书记勾
凤诚、市委常委邱加永等陪同调研。
王玉新一行实地察看了连标葡
萄园、芦苇荡湿地公园、清水潭湿地
公园以及临泽生态度假村等处，并
听取了我市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情况
的汇报。他指出，高邮在文化旅游产
业发展的进程中，既注重将厚重的
人文历史和独特的生态资源有机叠
加，又注重注入乡村游的时代元素，
文化旅游产业呈现出力度大、效果

好、潜力无限的喜人态势。同时，他
希望我市要进一步加大对文化旅游
产业的政策扶持力度，多引进一些
文化旅游方面的高质量项目，加快
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步伐。
调研中，勾凤诚向王玉新一行
简要介绍了我市文化旅游产业发展
的相关情况。他说，近年来，我市把
文化旅游产业放在整个经济社会发
展的“头版头条”，开辟环湖游、乡村
游、生态游、文化游等特色板块，旨
在把高邮这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打
造成让广大游客心驰神往的旅游目
的地。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双月点评会召开

本报讯 （记者 郭玉梅）10日
上午，市委书记勾凤诚赴临泽镇
部分村（社区）走访，看望慰问最
贫困家庭成员，与村（社区）干部
共同探讨强村富民之路。他强
调，全市上下要在第一轮帮扶最
贫困家庭工作取得实质性成效
的基础上，持续 精 准 发 力 ，驰 而
不息做好第二轮最贫困家庭帮扶
工作；同时村党组织书记要争做
带头致富的领头雁，因地制宜推
进强村富民。
勾凤诚一行先后走访了临泽
镇川东村、东荡村、瓦港村、洋汊
村、韩夏村、临泽社区 8户最贫困
家庭，详细了解每户家庭的致贫
原因和帮扶所取得的实际成效以
及部分家庭的脱贫情况。通过走
访，勾凤诚看到绝大多数最贫困
家庭成员的生活状况发生了较大
的改善，有的家庭还通过帮扶与
自身努力走出了困境。勾凤诚指
出，全市上下要持续精准发力，驰

而不息做好第二轮最贫困家庭帮
扶工作，确保将党委政府的温暖
送到困难群众心坎上。
东荡村最贫困家庭成员徐广
清今年 53岁，患帕金森氏病 10
多年，生活不能自理，目前全靠大
姐照料，家庭十分困难。“党的好
政策，让我照顾弟弟没有后顾之
忧。”
徐广清的大姐一见到勾凤诚
就连连感谢，并告诉勾书记，自从
去年被列入最贫困家庭以来，相
关帮扶政策已经为弟弟解决了不
少实际困难，自己照顾弟弟还有
护理费，
她从心眼里感激共产党。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面对
困难群众发自内心的感激，这是
勾凤诚说的最多的话。韩夏村最
贫困家庭李来清患有食道癌，儿
子患有尿毒症，媳妇患有淋巴癌，
家中还有两个孙子正在上小学，
仅靠李来清老伴在外打零工维持
生活，生活十分困难。说起家中近
几年接二连三的变故，李来清的

老伴忍不住潸然泪下。勾凤诚连
连安慰她，要她保重身体，照顾好
家中的老小，有困难党委政府一
定会帮助她。
“党委政府已经帮助
我们很多了。”李来清说，两个孙
子的学习费用不用家里掏，儿子
尿毒症进行血透也不用花钱，他
和媳妇看病的费用还有报销，党
的好政策拯救了他们的家庭。
走访中，勾凤诚一行还来到
临泽镇瓦港村、东 荡 村 、泰 山 社
区等村（社区）便民服务中心，与
村（社区）干部亲切交谈，实地了
解各村（社区）集 体 经 济 收 入 以
及村干部带头致富、带领致富相
关情况。勾凤诚希望村党组织书
记要争做带头致富的领头雁，进
一步解放思想、开 动 脑 筋 ，积 极
探索致富百姓的新路径；同时要
结合本村的资源禀赋，不断引导
和带动农民调整种养殖结构，加
快村级债务化解步伐，轻装上阵
推进强村富民。

防治污染“百日攻坚”行动再推进
本报讯 （通讯员 王振 记者
孔令玲）9日下午，江苏省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指挥部办公室召开
地表水国省控断面达标暨水源地
环境问题整治“百日攻坚行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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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在祥
郭兴荣
张增强

员部署会。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赵广华在我市分会场收听收看。
会议要求，各地各部门要充
分认清当前水资源保护、水环境
整治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突出
攻坚行动工作重点，强化攻坚行
动工作措施，切实开展好“百日攻
坚行动”。
随后，我市召开专题会议，贯
彻落实省“百日攻坚行动”会议精
神。会上，赵广华对我市国省控断

面、饮用水源地整治“百日攻坚”
提出工作要求。他要求，市有关部
门、乡镇、园区进一步落实责任，
采取超常措施，确保完成各项工
作任务；要高度重视重点部位，通
过组织互查，对 72个排污口严
加管控，确保打赢污染防治百日
攻坚战。

“263”在行动

本报讯（记者 赵妍东方）10日
上午，我市召开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双月点评会。市长潘学元强调，全市
上下要进一步振奋精神，鼓舞士气，
以饱满的热情、
临战的状态、
务实的
作风决战决胜创建起始之年，高标
准做好创建迎检各项工作。市领导
赵广华、薛晓寒、王永海、
李生、张拥
军、
居晓波参加会议。会议由市委常
委、
宣传部部长潘建奇主持。
会上，潘学元充分肯定了当前
创建工作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效，并
深刻剖析了创建工作中存在的突出
问题。他指出，
从表象上看创建工作
都有进步，但从创建的核心内容上
看，
差距仍然较大。各地各部门要高
度重视相关问题，针对重点顽症，要
集中研究解决办法；各地各部门每
个月都要搞一次专项行动，集中解
决一个大的难题；有关乡镇（园区）
尽管创建工作意识增强，但离目标
仍有较大差距，
需要继续努力。
潘学元强调，
今年是全国文明城

市新一轮创建的起始年，
做好今年文
明城市创建工作至关重要。全市上下
要认清形势，
提高站位，以舍我其谁
的决心，把创建工作推向深入；各部
门单位、各乡镇园区要对照测评体
系、
三年行动方案、
2018年工作计划
的要求，
主攻顽症，
补齐短板，
以锲而
不舍的耐心，把创建工作落细落实；
各相关部门要立即行动起来，
把迎检
工作作为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
强化
领导，敢于担当，以誓不罢休的豪
情，提质提速创建工作。
潘建奇要求，要聚心思想共识，
实现创建首战开门红；聚焦重点难
点，夯实创建基层基础；聚力压实责
任，确保创建各项任务落到实处。主
要负责人要亲自抓，抓关键；各责任
单位要全面查，查细节；各项工作要
往前冲，冲到位，
全面打好新一轮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战役。

创文明城 做文明人

潘学元调研城市管理改革工作
本报讯（记者 葛维祥）10日下
午，市长潘学元率有关部门负责人
到市城管局就城市管理改革工作开
展专题调研。他在调研座谈会上要
求，城管部门要集中精力推动城市
管理“三大改革”落地生效，努力推
进城市管理水平再上新台阶。副市
长李生参加调研。
今年以来，
市城管局以“三大改
革”
为统领，以城建“双十”工程项目
为载体，全力以赴投入全国文明城
市创建工作。在
“三大改革”
方面，
城
管执法体制改革已经破题，
城区户外
广告店招店牌专项整治成效明显，
环
卫综合作业一体化已进入市场化先
行先试阶段。在增进民生福祉方面，
新华园农贸市场已试营业，
北海商圈
民生疏导创业街摊贩安置有序推进，
大型货车停车场建成使用，
建筑垃圾

消纳场建成即将试运行。
潘学元对市城管局“城建到哪
儿就管到哪儿”
，取得的显著成绩给
予充分肯定。同时，他指出，在看到
成绩和成果的同时，也要找准城市
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和差距，要进一
步增强建设与管理的协同性，加快
推进城市资源市场化经营，加大执
法力度，从严管理城市。
就下一步工作，潘学元要求，城
管局要集中精力推动
“三大改革”
落
地生效，花大气力加强执法监管，
促
进治理能力再提升；
寓城市管理于服
务之中，抓好政府资源经营与管理；
积极投身文明城市创建，
实现物理场
所管理全覆盖；
要严管厚爱，打造一
支拉得出打得赢的城市管理队伍。
李生对城市管理改革工作提出
具体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