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兴化市政协领导来邮考察
本报讯（通讯员 许仁园 记者 杨晓

莉）12日，由兴化市政协副主席吴海盈带
队组成的考察团一行来邮，专题考察我市
优化营商环境，特别是关于体制机制建设、
创业创新环境打造、“不见面审批”流程等
方面工作。市政协副主席钱富强参加活动。

在邮期间，考察团一行现场考察了
我市行政审批服务大厅，听取了相关情

况介绍并进行交流。吴海盈一行对我市
“不见面审批”、体制机制建设等方面工
作所取得的成绩给予高度赞扬，认为我
市在推进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方面有许多
好的经验和做法值得借鉴和学习。他们
表示，将会把在高邮学到的好经验、好做
法带回去，推进兴化该项工作不断取得
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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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
小雨，东南风 3-4级。

“4+4”产业拉力强 重点企业“挑大梁”

全市首季工业经济主要指标持续高位增长
本报讯（通讯员 杨小丽 记者 葛维祥）

日前，记者从市工信局了解到，今年以来，
我市工业经济主要指标延续去年两位数增
长态势，开局较好。1至 3月份，实现全部
工业开票销售206亿元，增幅13.2%；全部
工业入库税收 8.9亿元，增幅 4.7%；规上
企业净增数达595家，今年新进12家。以
上三项经济指标均超额完成扬州下达的
“开门红”目标任务。此外，实现规上工业产
值 286.6亿元，增幅 17.1%；全部工业用电
7.2亿千瓦时，增幅15.2%。

据市工信局分析，全市首季工业经济
主要指标持续实现两位数增长，主要依仗
于“4+4”产业强劲拉动和重点企业“挑大
梁”。1至 3月份，我市机械装备、电线电
缆、照明灯具和纺织服装四大基本产业规
上企业开票销售增幅分别为 15%、7%、
51%和 25%；电子信息、汽车零部件、新能
源和生物科技四个新兴产业规上企业开票

销售增幅分别为16%、10%、30%和8%。重
点企业继续“领跑”，1至 3月份，“百亿航
母，十亿方阵”编队中的秦邮特种金属材料
公司、波司登集团和振邮中板公司呈增长
态势，分别实现开票23.9亿元、9.8亿元和
3.6亿元，增幅分别为7.4%、217%和206%。
重点企业发展稳中有进，至去年底，我市“亿
元企业”从79家扩大至95家，35家企业在
2018年扬州“争先创优”竞赛中获奖，其中
14家企业跻身“扬州工业百强”、18家企业
被评为“扬州民营百强”，更有弘德科技、创
新包装、瑞斯乐等企业获“智能制造十佳”

“投资十强”等荣誉称号。
项目是工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一季

度，扬州港信光电公司的液晶面板后端集成
生产线已通过扬州“三新”项目认定；二季
度，力争申报扬州“三新”新开工认定的项目
有晶樱光电公司太阳能硅片项目、宇浩源公
司机械加工项目、优尼斯公司5D智能制造

谷项目和中英钢缆公司高性能钢缆项目；三
垛镇金海铸造与南京汪海集团兼并重组，今
年新上技术改造项目，预计全年可新增开票
销售1.5亿元。

今年首季工业经济实现“开门红”，还
得益于我市大力加强和优化服务工业经济
举措的促动。为提升工业经济运行监测质
量，以便提前谋划、精准施策，市工信局建
立了“百家”运行监测点，从开票亿元以上
工业企业和“4+4”产业重点企业中动态选
取 100余家企业建立经济运行监测点，每
月定期采集企业主要指标运行情况，及时
了解企业资金、人力资源等方面困难和需
求，通过开展重点企业座谈会，逐项协调解
决。同时，建立问题收集和交办机制，实行
市领导挂联，部门联动，有效增强政企互
动、政企联动，全力化解企业发展存在的困
难，切实增强企业“获得感”，让企业心无旁
骛忙发展。

2018年度省县市报好新闻评选结果揭晓———

本报 19件作品获奖
本报讯（记者子杼）日前，由江苏省县市新

闻中心工作委员会组织开展的2018年度江苏
省县市（区）好新闻评选结果揭晓，本报19件作
品分获一、二、三等奖及其它奖项，其中一等奖2
件、二等奖7件、三等奖6件，无论是获奖奖项档
次，还是获奖作品数量，均位居全省同行前茅。

据悉，全省共有37家新闻单位、884件新闻
作品参选。本报获得一等奖作品为：消息《港珠澳
大桥“焊接”高邮元素 3000多吨抗震钢材“秦
邮特钢”造》（作者郭玉梅），通讯《高邮解放思想

厚植人才“森林”》（作者殷朝刚）。二等奖作品为：
消息《高邮被确认为“江苏之心”》（作者周雷森）；
通讯《米脂传唱〈刮大风〉陕北说书颂高邮》（作
者郭玉梅），《七十天，高邮根治工业酸性废水塘》
（作者周雷森），《〈运河妈妈〉演绎高邮运河小城
大爱》（作者管玮玮）；言论《认真学习贯彻“向企
业家报告、听企业家意见、请企业家评议”活动精
神系列评论》（作者本报特约评论员）；摄影图片
《父子俩“电捕鱼”结果父子都被“捕”入法网》《作
者王林山）；网微类《特稿！73年前的今天，高邮

这场战役的胜利，创下了我军作战历史上多项之
最》（作者胡文君、张增强）。三等奖作品为消息
《机关事业单位昨起错时对外开放停车场和厕
所》（作者周雷森），《龙腾照明联手华富储能———
“智造”全球首条环城“夜光”高速》（作者周雷
森）；通讯《妙笔丹青绘邮路 笔墨勾勒运河情》
（作者管玮玮），《葛春生，从服装工到省技术能手》
（作者杨晓莉），《心怀感恩 情寄家乡》（作者孔令
玲）；摄影图片《春江水暖鸭先知》（作者王林山）。

同时，《市总工会全力推动乡镇工会“爱心驿
站”建设，让户外劳动者———热了进来纳个凉 渴了
进来喝口水》（作者葛维祥）获得好标题奖；《聚力帮
扶 聚焦变化》（编辑张维峰 郭兴荣 金婧）获得好
专栏奖；2018年2月24日一版（编辑郭兴荣）和7
月17日四五版（编辑金婧）分别获得好版面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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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督导组督导我市扫黑除恶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徐凤勇 记者 赵妍东方）15日

上午，扬州市扫黑除恶第七督导组组长、扬州市司法
局副局长李福才带队来邮，对我市扫黑除恶工作进
行督查指导，并听取了我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进展
情况汇报。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徐健参加活动。

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我市按照上级
部署和要求，立足实际，出重拳、下狠手，以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为牵引，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行为，不断
净化社会治安环境，有效提升了人民群众的满意度。

督导组对我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取得的
成效给予肯定，并指出，扫黑除恶三年攻坚战是与
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一项重要工作，要聚焦政
治站位、聚焦存在问题、聚焦重点工作、聚焦迎查
任务，扎实推进专项斗争向纵深发展。

徐健表示，我市将进一步压实“一把手”首要
责任，建强专项斗争工作班子，开展高密度宣传，
组织各成员单位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进行相
互督导，坚决打赢这场硬仗。

据悉，督导组还将前往扫黑除恶成员单位、部
分乡镇，通过查阅资料、听取汇报等方式，对我市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进行全面督导检查。

扬州召开“双创”推进工作电视电话会
我市组织收听收看
本报讯（记者 子杼）15日上午，

我市组织收看收听扬州市 “双创”工
作推进电视电话会议。市领导苗永鹏
在邮分会场收看收听。

2016年5月，扬州入围全国小微
企业创业创新基地城市示范，成为全
省唯一。今年下半年，国家五委将来扬
对“双创”示范工作进行考评验收。

会议要求，当前及今后一段时
期，扬州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在对照
先进地区全面排查创建不足和短板
的基础上，加大“双创”示范特色亮点
的培育力度，加大向上争取的力度，
组织开展模拟考评验收，规范高效用
好“双创”示范专用资金，实打实提高
企业的满意度，确保扬州“双创”示范
工作高分通过国家五委的考评验收。

在邮扬州市人大代表开展集中活动
本报讯（记者 孔令玲）15日上午，扬州市人大

代表高邮第一小组开展集中活动，专题视察高邮
湖生态休闲城市建设情况。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孙明如参加活动。

座谈会上，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
作情况汇报，代表们围绕高邮湖生态休闲城市建
设各抒己见。

孙明如要求，要注重景区内在品质提升，将景
区打造与高邮历史文化结合，不断丰富景区内涵，
着力打造旅游亮点；要加大对外宣传力度，充分利
用各类媒体对景区景点进行推介和宣传,不断提
高景区景点知名度和影响力。

会前，代表们集体视察了清水潭景区和运河
西堤风光带。

市收藏家协会选举产生新一届理事会
部分藏品现场拍卖成交

本报讯（通讯员 朱军华 记者 玉梅）13日下
午，市收藏家协会召开第二次会员大会，选举产生
了新一届理事会和会长。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秋
红、市政协副主席钱富强出席会议。

会上，张秋红对市收藏家协会成立以来取得
的各项成绩表示充分肯定，同时她要求协会再接
再厉，向着更高的目标迈进。

市收藏家协会自 2010年 10月成立以来，经
过数年发展，队伍不断壮大，协会现已发展成为拥
有书画、书报刊、玉器、老酒、邮票、金银艺术、钱
币、陶瓷杂件等10个专委会、200多名会员。

会议期间进行了协会内部藏品拍卖和文艺表
演活动。高邮铁钱、载有汪曾祺建国前作品《戴车
匠》的《文学杂志》、高邮名家钱炳之的书法、国家玉
石雕刻大师王金高的玉雕作品等逐一亮相。出生于
我市的著名军旅书画家陈勤伍的书画作品《吉祥三
宝》进行现场拍卖，最终成交单价达12万元。

锂电池安全生产会议昨召开
本报讯（记者 张晓晖）15日上

午，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赵广华率
市工信、应急管理、消防、财政等部门
负责人，深入我市锂电池生产企业及
项目现场，实地检查锂电池安全生产
情况，并主持召开全市锂电池生产企
业安全问题专题会议。

据了解,目前我市共有锂电池生
产、组装和销售企业 39家,其中规模
以上生产企业8家。

当日上午，赵广华率相关部门负
责人，来到华富锂电池生产现场，详细
了解锂电池生产环节的安全及保障情
况，并就锂电池生产安全、环保、事故
应急预案等与相关人员进行了沟通。

会上，在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后，
赵广华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省委
省政府关于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工作
的各项决策部署，坚持严字当头，
牢固树立安全重于一切的理念，尽
快排查锂电池生产企业的安全管理
状况；要抓紧规范，特别是要加强
对生产企业的登记备案，明确安全
生产责任制；要按照行业标准，对企
业准入条件从严把关，并加强督查
指导，始终扣紧安全生产之弦。

会议还就北片消防站所建设及相
关问题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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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城南新区特平村全面开展环境综合整治行动，拆除废弃猪圈、露天粪坑，清
理河塘淤泥，铺设污水管道，新建污水处理站、公厕和农民健身广场。同时，按照“修旧如
旧”原则，保留多处百年以上古建筑和古树，进一步挖掘人文景观和文化底蕴。如今，特
平村已创成“江苏省环境整治和村庄建设试点特色村庄”。

图为环境优美，水清岸绿的特平村一景。 王林山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