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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脊梁经济” 聚力项目招引

菱塘回族乡一季度“成绩单”亮点多
本报讯（通讯员 王富裕 记者 子杼）工

业企业在手订单约 18亿元，同比增长
20%，主要集中在曙光、光明、龙腾、亚光等
10多家重点企业；积极推进企业上市步伐，
龙腾力争到 2020年末实现报会，曙光正在
有序推进中……近日，菱塘回族乡今年一季
度“成绩单”出炉，全乡实现规上工业产值
35.3亿元，同比增长 17.5%；全部工业开票
销售 16.8亿元，同比增长 19%；全部工业入
库税收6081万元，同比增长 18.7%；实现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 4675万元，同比增长
27.6%；税收总收入 9381万元，同比增长
29.4%。

今年以来，菱塘回族乡坚持紧扣“四个
定位”，始终将工业经济作为“脊梁经济”，一
边扩容现有工业经济的“存量”，一边开拓工
业经济“增量”，不断提高工业经济的组织程
度，加强企业运行监测，并出台了工业经济

三年培育行动计划，安排590万元重奖优秀
工业企业，加强对工业企业的引导和支持。
该乡成功引导华电、华瑞、鸿润、晨光等企业
实现资产重组；对接落实恒德、龙腾、长城等
企业退镇进园，其中恒德已成功落地，另有
3家企业正在推进中；石图里、润升、光明、
中大、金鑫、中交等企业预计年底可新增开
票6亿元左右。

项目是经济的压舱石。今年一季度，菱
塘回族乡聚力项目招引，建立健全高质量服
务招商引资和重大项目建设的口碑提升、点
线结合、广收信息、定期活动、会商把关、洽
谈签约、代办会办、矛盾协调、挂钩联系、督
查推进等“十大机制”，坚持落实每月 1次重
大项目推进例会，党政主要负责人轮流参
会；坚持落实专线外出招商，每 2个月进行
1次集中汇报。与此同时，该乡细化“六个
一”招商办法，力促重大项目“增量提质”，始

终坚持外出招商时都对高邮的产业进行推
介，每次招商前都邀请相关部门单位共商政
策方案，签订的协议总体都按照高邮的统一
要求，抽调安排专门的代办员服务项目建设
全流程。

此外，菱塘回族乡还坚持严格落实重
大项目“双把关”制度，对于 5000万元以
下项目，常态组织乡评估审核领导小组
开展审核把关；对于 5000万元以上项
目，该乡在项目申报前就邀请市发改、工
信、生态环境等相关部门，先行启动把
关。自去年“双把关”制度实施以来，该乡
已淘汰家禽养殖、工业废弃物利用、铝合
金生产、密度板、造纸、水泥建材及产出
远低于亩均要求的项目近 20个。同时，
一季度，全乡共实现新开工亿元项目 5
个，新签约亿元以上项目 3个，在手洽谈
项目 4个。

全省智能信报箱建设培训班在邮举办
本报讯（通讯员李炜安记者

杨晓莉）25日，全省智能信报箱
建设推进工作培训班在邮举办。
省邮政管理局副巡视员唐学文、
副市长王永海等出席开班仪式。

一直以来，我市市委、市政
府高度重视邮政业发展，出台了
一系列扶持邮政、快递业发展的
利好政策，行业发展质效不断提
升，发展活力持续增强。特别是
在推进老旧小区信报箱改造方
面，我市已连续两年将老旧小区
信报箱改造项目列入城建“双
十”工程项目中，累计投入财政
资金 500多万元，共完成 12个
社区 25个老旧小区信报箱改
造和9个机关单位新建任务，新
建智能信报箱 58组 6875个格
口，走在扬州乃至全省前列。此

次培训班在邮举办，旨在宣传、
推广我市老旧小区信报箱改造
工作的经验和做法，努力推动全
省该项工作再上新台阶。

仪式上，王永海简要介绍了
高邮的历史文化等。他表示，高
邮邮政业取得的成绩，离不开
省、扬州市邮管局的悉心指导，
恳请各位领导继续关心支持高
邮邮政事业的建设与发展，也诚
挚邀请兄弟县市区的各位领导
常来高邮交流指导，多提宝贵意
见建议。

在邮期间，唐学文到市邮政
公司调研邮政相关工作，详细了
解邮政服务“三农”情况。参训人
员还参观了南海社区、恒生欧洲
城信报箱改造、新建现场以及高
邮集邮家博物馆。

智慧城市照明
高峰论坛在邮举行

本报讯（通讯员 赵国海 记者 赵妍东方）
25日，由市政府和江苏省照明学会共同主办
的智慧城市照明（中国·江苏）高峰论坛在邮
举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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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市长王永海，江
苏省照明学会理事长王海波等领导专家出席
论坛。

预计 2019年中国智慧城市市场规模突
破 10万亿元，中国智慧城市建设迎来爆发
式增长。作为智慧城市建设的基础设施，照明
产业迎来了广阔的市场和成长契机。我市照
明灯具产业发端于上世纪 70年代，是我市
起步最早、品牌最响、集聚程度最高的基础产
业。2018年，我市规上照明灯具企业近百家，
年生产加工产值近 200亿元。据不完全统
计，我市路灯灯杆国内市场占有率达 70%，
路灯成品市场占有率达 30%，先后获得中照
协中国路灯制造基地、科技部智慧照明特色
产业基地、工信部全国道路照明灯具产业集
群区域品牌试点区等 10多个国家、省级金
字招牌。

王永海指出，当前，我市照明灯具产业正
处于由高邮创造、高邮速度向高邮质量、制造
大市、制造强市“三个转变”破茧成蝶的窗口
期，更面临着大数据和 5G技术支持的智能
照明智慧城市发展、全域旅游带动的景观照
明发展、“一带一路”拉动的海外市场发展等
不可多得的多重发展机遇。全市照明企业要
善于借助照明学会的行业资源和平台优势，
更清晰准确地了解掌握当前照明产业的发展
方向与先进技术；勇于开拓创新，不断提升企
业的核心竞争力和知名度。同时，他希望前来
参加活动的专家教授和企业家能深化与我市
企业的交流合作，携手开拓商机，共谋发展大
计，共同推动我市乃至全省智慧照明产业转
型升级、创新发展，引领智慧照明产业走向更
加广阔的舞台。

论坛上，常州格林照明股份有限公司技
术总监李雪、中国电信物联网公司产业链合
作部经理陈建华等嘉宾围绕智慧城市照明这
一主题作了讲座。

我市依法取缔56家无资质搅拌站
本报讯（记者 翁正倩）25

日，由市政府办、住建局、公安
局、工信局、生态环境局、供电
公司等部门单位人员组成的
执法小组分赴全市 11个乡
镇（园区），对全市无资质预拌
混凝土搅拌站进行综合整治
执法，严厉打击非法生产和运
营行为，依法取缔 56家无资
质预拌混凝土搅拌站。

目前，我市无资质预拌混
凝土企业普遍存在审批手续
不全、没有生产资质情况，同
时存在砂石露天堆放、粉尘污
染、噪音超标、污水废渣随意
排放等环境污染现象。整治过
程中，执法人员向无资质搅拌
站下达告知书，断电、封电、封
停搅拌塔（机）,并明确在未取

得合法手续前擅自撕封条、接
电生产的，将依据相关法律法
规进行惩处。

据了解，此前，市政府结
合近年来取缔无资质预拌混
凝土搅拌站情况，采取了疏堵
结合、以疏为主的政策措施，
于今年 1月份印发了《高邮
市预拌混凝土行业发展规划
（2019-2023）》，明确在符合
国土资源、城乡规划、生态保
护、水利交通等相关规定的前
提下，分别在高新区、卸甲镇、
甘垛镇、三垛镇、临泽镇，按照
现行行业标准新增五家预拌
混凝土生产企业布点，用于解
决无资质预拌混凝土企业通
过股份制形式取得合法手续
后进行生产经营。

龙虬庄遗址公园28日重新对外迎客
龙 虬 庄 遗 址

是江淮东部现存
面积最大、保存最
好最完整的新石
器时代遗址。4月
28日，龙虬庄遗址
公园将重新对外
迎客。新落成的公
园核心区总面积
约 42.89公顷，园
内有全新的文物
展馆、唯美的墙体
彩绘、原真的考古
现场，还有陶器实
验室、公共考古
区、小猪乐园、文
字乐园、原始人客
厅等互动体验区。
目前，工程正在进
行最后的扫尾工
作。

孔令玲 文
王林山 摄

第六届运动会4至10月举办
开幕式将于 10月中旬举行

本报讯（通讯员 张洪庆 记者 翁正倩）25
日下午，记者从市第六届运动会组委会第一
次会议上获悉，本届运动会于 2019年 4月
至 10月在市文体中心、体育场、体育馆及有
关单位举办，开幕式将于 10月中旬举行，4
月 27日至 28日率先举行的学生部乒乓球
赛将拉开本届运动会的序幕。副市长王薇出
席会议。

据了解，市第六届运动会共设职工部、乡
镇部、学生部、老年部和残疾人部等 5个部，
将按年龄、性别等进行分组，举行不同的竞赛
项目，涉及足球、篮球、羽毛球、乒乓球、田径、
游泳、象棋、围棋等20多个项目。

王薇要求，各部门单位要统一思想，提高
认识，充分领会举办第六届运动会有利于推
动体育事业趁势而上、加速发展，有利于提高
竞技人才储备深度、提升竞技水平，有利于扩
大全民健身群众基础、营造健康氛围，有利于
提振事业发展士气信心、应对严峻挑战；要落
实措施，细化方案，全力做好第六届运动会各
项组织工作，落实保障预案，确保安全到位，
严肃赛风赛纪，厉行节俭办赛，加强舆论宣
传，营造浓烈氛围，从大局出发，以主人翁的
精神和高度负责的态度，努力把本届运动会
办得安全有序、节俭隆重、精彩圆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