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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有关部门批准，高邮市建投集团定于
2019年 3月 26日上午九点在扬州市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高邮分中心（蝶园路 52号）对以
下门面房进行公开招租：
（一） 环城路 41-1
号，
面积约 40㎡，
年租金参考价 11万元，租期
一年，租金一年一清，竞租保证金 11万元。
（二）环城路 41-2号，面积约 28㎡，年租金参

考价 7.
6万元，租期一年，租金一年一清，竞租保证金 7.
6万元。具
体招租细节及要求参见招租单位招租须知。
有意者请于 2019年 3月 25日下午 5点前（节假日除外）到高
邮市建投集团五楼 503办公室办理报名手续。
标的展示时间：2019年 3月 15日至 3月 25日（节假日除外）
单位地址：
高邮市文游中路 98号
咨询电话：
0514-84604320
（黄先生）
财政局监督电话：0514－84610773
（翟女士）
高邮市建投集团
2019年 3月 15日

今日高邮微信
高邮日报手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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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入实质性运行阶段——
—

南宁青秀区党政考察团来邮考察
送桥镇“一办七局”
揭牌
本报讯 （记者 管玮玮 通讯员 安田 国
海）14日下午，送桥镇举行省级经济发达
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一办七局”
揭牌仪式。
这标志着送桥镇省级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
体制改革进入实质性运行阶段。扬州市编办
副主任周秀亮与我市市委常委、组织部部
长，高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王学峰
共同为送桥镇综合行政执法局和行政审批
局揭牌；
扬州市编办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处处
长郭福宏与我市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赵广

华共同为送桥镇党政办公室、经济发展局、 肩负的担子更沉。
赵广华要求，送桥镇要在市委“四个定
财政和资产管理局、建设和生态保护局、
政
位”中找准坐标，在“五个集聚”上求突破，
法和社会事业局、
农村工作局揭牌。
树立领先意识，接住下放权限、建好组织架
赵广华在致辞时指出，推进经济发达
构、提高服务效率，打造“改革创新实验区”
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党中央、国务院深
。要树立争先意识，优化
化“放管服”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的一项重 “经济发展先行区”
要举措。送桥镇能够入选全省第二批经济 “区镇合一”运行模式，探索“四个一”管理
服务模式，在提升运行效能上求突破，争取
发达镇，标志着该镇要为扬州和高邮的基
今年年底全面完成省政府确定的改革试点
层管理体制改革率先探索、闯出新路，也意
味着送桥镇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更重、 任务，出经验、出成果，力争高分通过验收。

本报讯（记者 翁正倩）14日下午，南宁市
青秀区党政考察团来邮考察乡村振兴工作。市
委常委、
市政府党组成员杨文喜陪同。
考察团一行先后前往高新区农民集中居住
区、高新区神居山村村部、
菱塘回族乡骑龙回民
小区垃圾分类处理中心和王鲜记现代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实地考察。每到一处，
考察团成员都认
真听、
仔细看、详细记、虚心问。在神居山村，考
察团对神居山村民营企业发展、高效农业发展
等情况进行了详细了解，并结合自身实际与我
市相关人员进行了探讨。
通过考察交流，考察团认为我市在乡村振
兴工作中有很多可借鉴的好经验、
好做法，并表
示回去后将认真总结学习我市的经验做法，加
强与我市的交流。

央视七套《农广天地》栏目组来邮
考察农民教育培训基地建设情况

文游台核心景区景观提升工程再推进
本报讯（通讯员 胡顺祥 记者 陆业斌）
11日，央视七套《农广天地》栏目组编导陈
梦颖一行来邮，考察农民教育培训基地建
设情况。
在听取了我市近年来农民教育培训工
作情况介绍后，考察组参观了我市新型职
业农民培训实训基地界首镇连标葡萄种植
基地。近年来，
该基地负责人经过深入考察
研究，探索出了一条“葡萄种植 +青蛙养
殖”
的高效生产模式，让青蛙和葡萄在同一
个环境中生长，青蛙排出的二氧化碳和粪
便能让葡萄充分吸收，葡萄放出的氧气能
让青蛙充分吸收，最终养出生态蛙，种出有
机葡萄。
据悉，
《农广天地》 栏目是中央农业广
播电视学校在 CCTV—7开办的日播专题
栏目，每期节目时长 30分钟，目的是服务
“三农”
，
传播农业科技知识、推广先进生产
方式、宣传现代经营理念、分享创业经验
等，
并关注和跟踪具有推广价值的新技术、
新成果，力求实现科普、教育、实用技术推
广等多重功能。

阳春三月，
春暖花开，大自然一片繁花似锦。邮城市民纷纷走出家门，踏青、赏花、
放松身心，感受春天的气息，不负这大好春光。
图为市民在蝶园广场休闲娱乐。
王林山 摄

2019
“小高考”
本周末开考

今年起取消“见 A加分”
本报讯（记者 管玮玮）记者昨从市教体
局获悉，备受社会关注的江苏省 2019年小
高考考试将于本周末（3月 16日至 17日）
举行，此次我市有 3553名考生在邮中和一
中两个考点，总计 120个标准化考场中参
加考试。市教体部门特别提醒，
考生未参加
普通高中学业水平测试必修科目相关科目
考试的，
没有成绩，
不视为不合格。
据悉，今年“小高考”值得关注的最大

政策调整是，从今年起，我省将普通高中学
业 水 平 测 试 必 修 科 目 成 绩 呈 现 方 式 ，由
ABCD等级调整为合格、
不合格。这就意味
着，参加 2020年及以后高考的学生将不再
享受“见 A加分”政策。但是，根据相关规
定，2018年已参加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必修
科目测试的学生(
即参加 2019年高考的学
生)
获得的加分仍予以承认。市教体局招考
办相关负责人表示，为确保今年的“小高

考”顺利进行，该局专门成立了 2019年高
中学业水平测试工作小组，确保各项考务
管理和后勤保障工作明确到人、责任到人，
力争以最高标准实现平安“小高考”。经过
前期的部署、协调、检查等，目前考前各项
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考点属地卫生、公
安、交巡警及街道、社区等部门将积极做好
保障工作，携手为考生们营造良好的考试
环境。
另外，记者还了解到，2019年高职提
前招生文化联合测试也将于 3月 18日在
高邮中专进行。目前，
我市已完成考生信息
采集、考生诚信教育、考点考场布置和考务
人员配备等工作。

本报讯（记者 管玮玮）14日下午，市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潘建奇主持召开专题推进会，就
文游台核心景区景观提升工程的推进实施工
作，听取相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和文化学者的意
见和建议，
并作出相关部署。
会上，市文旅集团负责人详细汇报了目前
我市关于文游台核心景区景观提升工程项目的
具体推进情况；相关设计单位汇报了文游台景
区景观提升工程项目实施方案的具体内容；市
水投集团、市住建局、市自然资源局、市文化广
电和旅游局等部门单位负责人以及许伟忠等文
化学者分别对项目设计方案的进一步完善和工
作的再推进提出了各自的意见和建议。
潘建奇指出，今年是秦少游诞辰 970周
年，我市将陆续举办系列重大活动，以纪念这
位高邮的文化名人，其中就包括实施文游台景
区景观提升工程。因此，各相关部门单位要高
度重视该项目的实施，按照市委提出的相关要
求，倒排序时、倒逼工期，本着“尽善尽美”的原
则，设计并完善好工程项目方案，并尽快加以
实施，确保在规定时间节点内完成所有提升工
程。
潘建奇要求，相关部门单位要在修建文游
台景区的过程中，做到精细精致，力求处处彰
显出该景区作为高邮著名文化景点的特色和
内涵。要精心做好文游台的展陈工作，在布展
文游台内部展览馆时，要对作品的选择、展馆
的设计方面多花心思、多动脑筋，以彰显出展
馆的“有趣”，让参观者能够耳目一新。要从实
际出发，在充分借鉴外地成功经验的基础上，
设计好文游台的互动项目，使之能够与文游台
整体风格相互融合，进一步提升文游台景区的
品位和档次。
会议期间，与会人员还就文游台周边区域
扩容改造工程的方案设计、项目实施等提出了
意见和建议。会前，与会人员共同赴现场实地察
看了文游台即将进行景观提升和改造的区域。

烟花三月下扬州·好事成双在高邮

高邮·湖上花海系列三

3月 25日 来高邮·湖上花海看什么？
3月 25日，高邮·湖上花海盛大开园，
这里有烟波浩渺的高邮湖，一望无垠的油
菜花海，随风飘逸的芦苇荡。
这个春天，远离尘嚣，摒弃世俗，泛舟
在花的海洋，徜徉于碧波清风之中，用脚步
丈量旅途中的美景，
静享春日好时光！

看点一：
大湖背景·难以复制
以万顷高邮湖为背景，既可以领略烟
波浩渺的高邮湖，又可以欣赏一望无边的
油菜花海及随风飘逸的芦苇荡，让你回归
自然、品味自然。
看点二：
视野开阔·难以忘怀
油菜花生长于淮河入江水道的滩地，
为保证行洪，在此区域几乎没有任何建筑
物及杆线，视觉效果极好，品味油菜花淳朴
的香味，享受湖面吹来阵阵清风，更能让你
回到放声大笑的童年时光。
看点三：
生态优良·难得一遇
生态优良是湖上花海的一大亮点，湖
面除放养少量的高邮麻鸭和扬州鹅外，几
乎很少有人工干预，生态环境十分优越。每
年的七八月份，汛期来临，漫漫湖水淹没湖
滩，带来了丰富的有机质和各种矿物质，给

看点五：全新蜕变·网红打卡
“好事成双”I
P正式起航，成为高邮新
城市名片，贤蛋一家便是高邮城的“代言
人”。激萌可爱的蛋仔宝宝在园区等你来合
影打卡。
导航搜索：高邮湖滩郊野公园

油菜的生长提供了最为天然和充分的养
料，生产的菜籽油天然健康，味道香醇。
看点四：滨湖临城·难得风景
湖上花海景区交通便利，611环湖大
道至扬州城区距离仅 38公里左右，是扬州
的城市后花园；距离高邮城区直线距离仅
4.
5公里，经漫水公路至城区仅 8公里左右
车程，晴好天气畅游在湖上花海景区，清晰
可见高邮古城历史风貌。

南京自驾路线：南京 G40
（仪征出口）
S333、
S611沿湖公路郭集段漫水公路至湖
滩郊野公园
通讯员 蒋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