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总值班 夏在祥
责任编辑 郭兴荣
版式设计 张增强

“263”在行动

总第3615期

2019年 第 28期
今日高邮：http://www.gytoday.cn 在线投稿：http://tg.gytoday.cn

热线：84683100 传真：84683106

星期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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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己亥年正月初七

11 高邮 -4℃—5℃
多云到阴，东北风转
偏东风 3-4级。

高邮市民守则
爱党爱国 爱我家园 遵纪守法 诚实守信
维护公德 热心公益 崇尚科学 移风易俗
爱岗敬业 助残济困 勤劳节俭 健康生活
尊师重教 拥军爱民 敬老爱幼 邻里和睦
言行文明 谦让包容 美化环境 保护名城

创文明城 做文明人

“整治＋宣传”让“文明出行”深入人心
本报讯（通讯员 潘松 明宝 记者 朝

刚 小敏）“没想到家乡高邮这几年变
化这么大，尤其是道路交通环境的改
善让出行更顺畅。机动车主动礼让行
人过斑马线、行人不闯红灯已成为高
邮人的自觉行为。”日前，从上海回来
过年的江女士感慨地说。

据市公安局交警大队有关负责人
介绍，我市目前机动车拥有量已有 12
万余辆，每天行驶在路上的车辆有四

五万辆，交通压力很大。为了让城市
交通环境更顺畅、更便捷，市交警大
队结合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创新
思路、主动作为，让文明出行、舒畅出
行、安全出行成为常态。此外，该大队
制订印发了全市文明出行《工作方
案》和《宣传方案》，明确创建职责，层
层发动推进；建立多部门协同发力督
查机制，抽调相关单位人员，邀请市
民观察团成员，通过政府信箱、12345
热线等渠道收集道路出行问题，并强
化警力进行整治，总结经验精准发
力；建立文明出行专项考核机制，对
文明出行专项行动中表现突出的单
位及个人给予奖励；认真履行“路长
制”，进一步强化网格化管理和志愿
者交通劝导服务，多措并举推动文明
出行专项行动落细、落小、落实。

对世贸、北海、龙翔商业城、东实

小、赞化等乱点部位，交警大队采取
施划停车位、对违停车辆贴单、整治
占道经营等措施，累计教育处罚违停
3.6万起，清理停车位被非法占用
1830处，现场违停贴单 4320次，收
缴锥桶 172个、石墩 27个，拖移僵尸
车辆 563辆；针对闯红灯、逆向行驶、
不礼让斑马线、机非不分等交通违法
行为，通过现场教育、现金处罚等措
施严抓严打，各类不文明违法行为明
显减少。据统计，去年全年市交警大
队累计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25.8
万起,其中现场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
为 9.3万起，查处非机动车、行人各类
交通违法 2.6万起。此外，该大队开辟
新路径，坚持推进机关乡镇、特定群
体宣传教育，加大文明出行、平安出
行宣传教育力度，营造全民参与、齐
抓共管的浓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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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管玮玮）8日下午，
市委宣传部、市文广新局、市文联、市
文化馆联合举办“常回家看看”———

“我的家乡在高邮”高邮籍在外艺术家
及高等艺术院校艺术生新春联谊会。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潘建奇，副市长
王薇出席活动。

潘建奇代表市委、市政府向高邮
籍在外艺术家及高等艺术院校艺术生
致以新春的美好祝福。他说，近年来，
我市不断加快推进“文化强市”建设力
度，大力实施“聚文化人”工程，不断完
善文化基础设施配套，持续加大文艺
人才队伍建设，涌现出一批优秀的文
艺人才，为宣传高邮、推介高邮，打响
高邮文化品牌作出了积极贡献。他希
望，新的一年里，高邮籍在外文艺工作
者再接再厉，创作出更多讴歌时代、赞
美家乡、贴近百姓生活的精品佳作，为
家乡争光添彩；同时，一如既往地关
心、关注和支持家乡发展，助推高邮文
化事业发展迈上新台阶。

联谊会上，参加活动的高邮籍在外
艺术家及高等艺术院校艺术生代表畅
所欲言，为家乡高邮的文化事业发展提
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见解。

活动期间，大家还参观了市文体公园、文化馆、
图书馆、汪曾祺书房等处。

甘垛镇纳雅言汇集乡贤“金点子”
本报讯 (通讯员 姚红兰 记者 殷朝

刚)7日上午，甘垛镇举行 2019年乡贤
新春恳谈会，40余名在外成功人士欢聚
一堂，共叙乡情，共谋发展。上海市高邮
商会会长俞士忠说:“每次回家乡都真切
地感受到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家乡发
展我们责无旁贷！”

恳谈会上，甘垛镇党委政府“一班
人”，向乡贤们交发展“家底”，说可用资

源，话投资环境，讲优惠政策，欢迎乡贤们
“凤还巢”。当乡贤们听说家乡要以“一园”
（食品产业园）和“四业”(机械制造产业、新
能源产业、农副产品加工产业、服装加工
产业)为载体，全面实施“工业强镇、项目
兴镇、农业稳镇、生态立镇”战略时，纷纷
建言献策，把自己的“资源”毫无保留地
“和盘托出”，并表示要为家乡招引更多的
好项目、大项目，争做域外招商办主任。

恳谈会上，乡贤们提出，要做大做强
机械制造产业，走“高精尖”之路；要引进
知名企业加盟，做亮新能源产业，让风能
更“风光”、太阳能更“阳光”；要做特农副
产品加工产业，让甘垛真正成为“味稻之
乡”；要做新服装加工产业，进一步提升
产品档次和附加值，从“贴牌”向创牌转
变。此外，乡贤们还为家乡提供了10多
条有价值的招商信息。

市“263”办春节期间工作不打烊
本报讯（记者 孔令玲）“我认为媒体在曝光的同

时还要做好回访工作。”“我认为宣传工作要加强力
度、创新手段。”“我认为会议制度可以再创新。”春节
前夕，就在千家万户都在忙着过农历新年时，市

“263”办公室的工作会议仍在照常进行。
会上，市“263”办主任室、督查一组、督查二组、

综合组、宣传组等相关负责人对2018年工作中存在
的问题进行了全面剖析，并对2019年工作进行了认
真谋划。会上，每位成员都踊跃发言，从目标定位到
人员分工，再到制度创新，大家集思广益，对2019年
工作进行热烈讨论。

会议明确，2019年，市“263”办公室将在定好
位、理清责、用好牌、谋亮点四个方面，全力做好
“263”各项工作。要以数据化看事情、制度化管事
情、标准化做事情，聚焦百姓最关注的问题，下决心
啃下“硬骨头”；要把方向、搭平台、问成效，发挥牵
头抓总、统筹协调作用；要在督查、统筹、推进各项
工作上明确职责，注重条块结合，避免打乱仗；要对
重点工作、难推进的工作挂图作战；要加大宣传，发
掘亮点，动员社会各方力量支持“263”工作。

据悉，春节期间，市“263”办工作正常进行，从大
年三十到正月初六，每天都安排三人进行全天候值
班，全部工作人员手机每天24小时开机。

界首镇拜乡贤积蓄发展新动能
本报讯（通讯员 毛群英）风雨送春

归，飞雪迎春到。8日上午，界首镇举办
2019界首乡贤新春团拜会，邀请 50多
位界首籍成功人士和企业家代表共叙
乡情、共谋发展，以增加交流、增进友
谊、增厚感情，为加快“芦荡渔乡”特色
小镇建设，推动界首高质量发展积聚智
慧、力量和信心。

近几年，特别是 2018年，界首运河

大桥建成通车，界首镇成功获批中国历
史文化名镇，文化旅游产业亮点纷呈，
园区基础设施提档升级，集镇建设日新
月异，全镇经济社会事业取得了长足的
发展。下一步，界首镇将举全镇之力推
进文化旅游业，以“芦荡渔乡”特色小镇
建设为路径，以“一核四区”为载体，依
托界首乡贤的新思维、新思想和新动
能，共同书写“强富美高”新界首的美好

明天。
在新春团拜会上，乡贤代表们分别

交流了各自的成长历程，表达了对新时
代和家乡人民的感恩之情，希望界首镇
利用、保护好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擦
亮生态、文化、交通等一张张特色名片，
主动融入高铁时代和乡村振兴时代，凝
聚各方智慧和力量，助推家乡经济早日
腾飞。

春节长假
结束后,客运
市场迎来客流
返程高峰。为
做好雨雪天气
春 运 安 全 工
作，市公路、交
通等部门多措
并举不断加强
管理和服务工
作，努力营造

“便捷春运、温
馨春运、平安
春运、诚信春
运”的氛围。

图为市长
途汽车客运站
内秩序井然。

王林山 摄

本周阴雨天气唱“主角”
本报讯（通讯员 全慧 记者 杨晓莉）春节长假结束，节后

的第一周天气如何？昨日，记者从气象部门获悉，受冷空气影
响，本周我市阴雨天气唱“主角”，气温先降后升再降。最高气
温9℃左右，最低气温零下4℃左右。

春节长假期间，我市天气复杂多变，除了阴雨天气外，初
三、初四、初六，我市先后三次降雪。据气象数据统计，初三、初
四城区累计降雪量 9.8毫米，初三雪深 1厘米、初四雪深 7厘
米。大雪纷飞之际，气温也持续低迷。市气象台连续三天发布
道路结冰黄色预警信号。未来一周，受两股冷空气影响，我市
阴雨绵绵，气温仍然较低。具体天气为：11日，多云到阴，最高
气温5℃左右，最低气温零下 4℃左右；12日，阴有小到中雨，
最高气温7℃左右，最低气温零下 2℃左右；13日，阴有雨，第
一股冷空气影响基本结束，气温有所回升，最高气温9℃左右，
最低气温4℃左右；14日，阴有雨，最高气温 6℃左右，最低气
温3℃左右；15日，阴有小雨，最高气温7℃左右，最低气温
4℃左右；16日，受本周第二股冷空气影响，气温再次下降，当
日，阴转多云，最高气温6℃左右，最低气温0℃左右；17日，阴
转多云有时有小雨，最高气温8℃左右，最低气温0℃左右。

气象专家提醒，近期冷暖空气活动频繁，天气变化无常，
乍暖还寒，市民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