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银行与江苏有线共同推出“金融 +文化”特色服务
A套餐：一年期人民币定期存款 3万元，一份价值 300元的有线电视综合服务
B套餐：一年期人民币定期存款 5万元，一份价值 500元的有线电视综合服务
C套餐：一年期人民币定期存款 8万元，一份价值 800元的有线电视综合服务
中共高邮市委 高邮市人民政府 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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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宪法学习宣贯形式新氛围浓效果好

大道如虹朝天歌
—
——
“回眸·纪念改革开放 4
0周年”系列报道之交通篇
! 记者 葛维祥 通讯员 殷建荣

正在建设中的连淮扬镇高速铁路高邮段。王林山 摄

展变化，在邮投资兴业 18年的台商——
2018年 11月 30日，连淮扬镇高速
—
的重要因素之一。其时，高邮像样的公路
铁路高邮段全线贯通。这是高邮交通建设
扬州鸿泉制衣有限公司总经理洪金叶女
只有穿城而过的淮江公路（即现在的文游
发展史上的又一里程碑。高邮段全线贯
她在我市举
路）和高兴东公路，遍布乡镇的是砂石路、 士感触颇深。今年 9月 20日，
通，
不仅预示着高邮离“高铁时代”越来越
小路、泥巴路，到处是危桥、小桥、过水桥。 行的外籍企业家座谈会上发言时说，2001
近，
而且宣告高邮将告别“境无寸铁”的历
年，她来开发区投资办厂，其时园区只有
每年汛期有七、八个乡镇交通中断，群众
史，
行将迈入铁路交通新纪元。
一条路，到处灰蒙蒙一片。如今开发区道
从事生产、出行主要靠小船摆渡、步行或
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历届市（县）委、
路纵横交错，四通八达，企业多多，产业兴
绕行，这严重影响了群众的生产生活。每
市(
县）政府的正确领导和擘画下，我市交
旺；
当时来高邮，看城区就像个大集镇，如
年市（县）
“两会”要求加快交通基础设施
通文章越做越大，越做越响，通达辉煌！
今城市道路宽阔，车来车往；东部新城正
建设的议案和提案占 60%左右，加快交通
特别是近十几年来，大手笔规划、高起点
在崛起，高楼林立，
十分了不起！
基础设施建设成为老百姓的热切期盼。
建设，一桥、二桥、新民滩特大桥、界首大
桥……大桥、小桥，一座座桥梁跨越河
抢抓发展机遇
得益于改革创新
岸，犹如彩虹卧波，顾盼生姿；珠光路、马
道路交通建设驶上“快车道”
成就于矢志追赶
横路、捍海路……城市路、乡村路，一条
条通衢大道，好似水乡金腰带，璀璨夺
近年来，我市临泽镇周巷大米非常行
2003年 1月 10日，这是高邮交通发
目。不仅如此，还有京沪高速高邮段扩容
销。然而，在十几年前，
周巷大米还是一个
展史上永载史册的一个日子。这一天，高
工程、通扬线航道改造工程、S333东线改
待字
“闺”中的“惯宝宝”，鲜有人问津。而
邮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作
造工程……一批正在建设的交通工程，打
为什么这几年周巷大米行销大江南北呢？ 出了《关于加快我市骨干公路建设议案的
造 出 了 一 条 条 高 邮 经 济 发 展 腾 飞 的 跑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高邮交通的迅猛发
决议》。
道，百姓发家致富的康庄大道，人民安居
展。”一位周巷米企老板对记者说。如今，
《决议》出台后，高邮交通基础设施建
乐业的幸福步道！
周巷境内已经形成了“三纵两横”的骨干
设矢志追赶，不断加大投资力度，10年累
公路网，
还有 60多公里的乡村公路。“睛
计投入资金 47亿元，实现了全市交通
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的交通状况成为 “131”的目标（即城区到高速 10分钟、绝
不改革就没有出路
永远的记忆。
大多数乡镇到高速 30分钟、绝大多数行
不建设就没有发展
“要得富，先修路”
。临泽镇周巷交通
政村到高速 1个小时），群众的出行难问
的变化，只是全市交通变化的一个缩影。
题基本得到了解决，基本上适应了全市经
毋庸讳言，我市改革开放前的交通运
改革开放以来，我市抢抓交通道路建
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要求，谱写了交通发
输状况非常落后。
“某某庄，
过小河赛大江
设的发展机遇，加大投入力度，加快建设
展的华美乐章。
（没有桥），有姑娘不嫁某某庄”
“一去二三
综合交通枢纽城市，不断完善综合交通运
——
里，抛锚四五回，再行六七里，八九十人
—
“七纵五横”骨干公路网建设，高
输服务体系，并取得了丰硕成果。据交通
推”
“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
“晴天人骑
唱
“大路歌”。从 2003年邮仪公路改造完
部门提供的一组数据显示：截至 2018年
车，雨天车骑人”
“ 出门看天色，行路看深
成，
到 2006年北部腹地马横公路的建成，
上半年，全市公路总里程已达到 2524.
13
浅”
……这些民间“顺口溜”现在听来虽然
再到 2008年安大公路、澄营公路、和平公
公里。其中，
国道 44.
26公里、
省道 156.
99
令人忍俊不禁，但却是对那时交通条件最
路、甘临公路、车樊公路等公路的先后建
公里、农村公路 2322.
88公里；二级以上
真实的写照。
成，形成了“七纵五横”骨干公路网，里程
公路里程达到 433.
60公里，全面覆盖了
“不改革就没有出路”
。上世纪八十年
近 330公里，全市所有的乡镇全部通达二
省级以上经济开发区、工业集中区、特色
代末的高邮，对于这句话有着痛彻心扉的
级以上沥青公路，为乡镇经济社会发展提
产业集群、3A级以上风景区等节点。路网
领悟。据介绍，当时高邮的经济发展水平
供了强有力的交通支持。
覆盖广度和深度显著提高。全市公路网密
与周边县市旗鼓相当，有些方面还略胜一
—对外快速通道建设
“高歌猛进”。
——
82公里 /百平方公里 （不含水域
筹，有一些支柱企业和产品蜚声省内外， 度 214.
在 2008年底全面建成全市骨干公路网
面积），高于周边宝应县、仪征市、江都区
乃至叫响全国。高邮有一个时期，经济社
后，2009年，市委九届十次全会提出了
等县、市（区）。
会发展却驻足不前，原地踏步，落后于周
“打通东西、接轨沿江，建设大交通、融入
对于高邮道路交通建设所带来的发
边。交通建设滞后是影响和制约经济发展
宁镇扬”的交通发展战略， （下转二版）

“26
3”专项行动“回头看”
—
——

“263”在行动

金阳光公司投巨资技改解决废气排放问题
本报讯 （通讯员 苏进 记者 静书）位
于卸甲镇的金阳光铸造有限公司一直存
在着铸造废气无组织排放的问题。今年以
来，按照环保部门检查要求及“铸造行业
专项整治”要求，该企业陆续投资 1800
万元，对原有传统的人工造型、手工浇铸
生产线进行升级改造，大大改变了其原有

今日总值班
责编 金 婧

唐以军
版式 张增强

的生产架构，
解决了废气排放问题。
据企业负责人介绍，企业引进了行业
内较为先进的整套全自动设备，设备整体
全部运行后，线上只需 3至 5名工人，产
能则提升到过去的 3到 5倍。通过铸造及
机械加工技术工艺的升级改造，金阳光公
司成为了我市第一家使用全自动静压造
型生产线、
自动浇注系统的企业。同时，生
产线末端新增砂再生处理线，并配套相应
的废气处理设备，这彻底解决了传统铸造
过程中废气无组织排放，无法收集处理的

问题，也解决了传统铸造废砂产生量大，
难以处理的问题。企业负责人表示，在今
后的生产过程中，他们将继续做好环保工
作，做到达标排放。
据了解，今年 6月份以来，市经信委
依据相关文件，对全市范围内的铸造企业
进行统一整治。坚持集中淘汰关闭一批，
整改提升一批。全市共有 90家铸造企业，
其中基本达标的企业 4家，整改提升企业
51家，关闭企业 35家。通过整治，我市铸
造企业装备工艺水平以及环境治理水平
有了较大提升。

本报讯 （通讯员 谢丹丹 记者 葛维祥）12月 4
日，是我国第五个宪法日，全市中小学共同开展了
“晨读宪法”
活动。这是我市宪法学习的一个场景。根
据“七五”普法规划，今年以来我市将以宪法为核心
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宣传放在重要位置，
突出重点对象，创新宣传形式，
营造了浓厚的宪法宣
贯氛围。我市的做法获得了省“七五”普法中期验收
小组的充分肯定。
宪法修正案通过后，我市迅速组织开展宣传学
习活动，首先从领导干部中心组学法入手，并于 8月
举办了“宪法解读与法治社会建设”学习培训班，邀
请法学专家为全市 600多名领导干部作了宪法专
题辅导。近日，又组织对 134名新任乡科级干部进
行了宪法法律及党内法规知识考试。截至目前，全市
共开展“宪法进机关、单位”
26场次，参与轮训领导
干部达 3200余人次。
为进一步落实普法责任制，我市组织普法志愿
者、
律师团队成立
“宪法宣讲团”
，
先后深入 30多所中
小学开展宪法学习宣传专题讲座，
为 3万余名在校师
生普及了宪法法律知识。同时，
全市中小学校开展了
宪法征文、
主题班会、
“学宪法讲宪法”演讲比赛等活
动，
编印了《青少年学宪法》漫画读本。
在此基础上，我
市还创新宪法宣传教育形式，
依托城市主干道、公交
站台打造“宪法大道”
，创作了一批情景剧、小品、微
视频、
宪法漫画等，先后组织开展了
“尊崇宪法、弘扬
法治”
文艺汇演，
“宪法润邮城”
广场咨询活动，
“法律
进万家德法伴我行”
等系列宣传活动，扩大宪法宣传
的影响力和渗透力。

市委组织部召开专题学习会暨
2018年度重点调研课题成果汇报会
本报讯 （通讯员 邮组宣 记者 孔令玲）4日，市
委组织部党支部召开专题学习会，传达学习《中国共
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
》
（以下简称《条例》
），组织
开展 2018年度重点调研课题成果汇报。市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王学峰出席会议并讲话。
王学峰指出，条例的颁布实施，为新时代党的支
部建设提供了基本遵循。作为管党治党的重要职能
部门，组织部门要在深化认识、强化督导的基础上，
从市委、部门、部机关党支部自身三个层面，进一步
抓好条例的贯彻执行。他要求，
全体组工干部要在勤
于调查、善于研究的基础上，积极推动思想解放，要
围绕全局、立足岗位、深入基层开展调研，促进工作
创新创优。组织工作要在聚焦问题、找准思路的基础
上，迅速谋划来年工作思路打算，要坚持以问题为导
向，进一步增强创新意识、项目意识，持续认真打磨
特色亮点工作，打造高邮组工品牌，推动组织工作再
上新台阶。
会上，市委组织部各科室分别围绕年初制定的
重点调研课题进行了成果汇报。

我市部署营商环境考评迎查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王伟 记者 孔令玲）5日，
我市召
开全市营商环境考评迎查工作会议，部署营商环境考
评迎查工作。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赵广华参加会议。
会议首先通报了我市 2017年度全省创业创新
环境评价结果。市政务办负责人对即将出台的考评
细则进行了解读，并就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下一步
整改意见逐一交流。
在听取了相关情况汇报后，
赵广华要求，
各相关部
门单位要在思想上更加重视，
对照考评标准找差距、
补
短板，
做好营商环境优化工作，
做到让企业满意；
要在
重点上更加突出，
坚持问题导向，
加大工作力度，
切实
增强营商环境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要在措施上更
加扎实，
细化安排，
精准发力，
进一步优化各类事项的
办理细节；
要在责任上更加明确，
加强组织领导，
坚持
责任担当，
各部门要全力配合，
协同作战，
确保营商环
境评价工作取得突破。通过一系列措施，
确保今年我市
营商环境评价有所改观，
评价结果争先进位。
会上，市编办、政务办、发改委、市监局、国土局
等部门单位相关负责人就进一步做好优化营商环境
工作进行了表态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