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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晚七时半，新编历史扬剧《鉴真》在市文体中心大剧院隆重上演。
市领导勾凤诚、陈立柱、
杨文喜、潘建奇、邱加永等与广大扬剧爱好者一同观
看演出。图为演出现场。
王林山 摄

聚焦高质量发展 突出服务好企业

张利在 2019年度民生工程督查推进会上强调——
—

工信部门“三项机制”助力工业经济冲刺“双过半”

强化目标管理 兑现庄严承诺

本报讯（通讯员 杨小丽 记者
葛维祥）今年以来，市工信部门聚
焦高质量发展，突出服务好企业，
通过推动建立“三项机制”
，畅通
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
全市工业经济产业结构制造水平
呈现出优化攀升趋势，重点企业
发展势头稳健。1至 5月份，全部
工业实现开票销售 338亿元，增
幅 17%，增幅分别位列扬州 7县
（市、区）第二；规上工业产值增幅
17%，全部工业用电增幅 13.
6%，
均位列扬州 7县（市、区）第一。
今年以来，工业发展受相关
政策调整、原材料价格走低和中
美贸易摩擦等不利因素影响较
大，为此，市工信部门始终坚持项
目为王不动摇，推动建立“三项机
制”
，助力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建立工业经济运行监测制度，在
全市选取了 95家亿元企业、
“4＋

4”产业领域 16家重点企业作为
监测点，每个月监测其运行质态，
以准确把握全市工业经济发展情
况及走势；建立工业重大项目推
进制度，通过双月分组走访全市
重大工业项目现场，及时协调解
决项目建设过程中存在的困难，
督促项目早开工、早竣工、早投
产；建立服务企业绩效评价制度，
倒逼提升机关工作效能和服务水
平，优化企业发展环境。与此同
时，工信部门还着力推进差别化
考核，加大工业经济在综合考评
中的考核权重，以考核增才能、以
考核促发展；加强产业规划，目前
正在加紧研究制定我市传统产
业、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和产业布
局规划，推动产业建链、补链、强
链、配链，优化产业空间布局，集
聚高质量发展“新动力”
。
上述措施有力地促进了全市

工业经济平稳发展。今年 1至 5
月份，我市全部工业开票销售实
现 338亿元，
增幅 17%，全部工业
入库税收实现 14亿元，增幅 9%，
增幅分别位列扬州 7县（市、区）
第二和第五；从序时进度看，分别
完成扬州下达年度目标的 41.
3%
和 40.
6%； 规 上 工 业 产 值 增 幅
17%；全部工业用电 12.
1亿千瓦
时，增幅 13.
6%，增幅位列扬州 7
县（市、区）第一。制造业投资占固
定资产投资比重近 68%，占比位
列扬州 7县（市、
区）第二。预计上
半年，全部工业开票销售可实现
410亿元，增幅 18%；规模工业增
加值 11%；制造业投资占固定资
产投资比重达 68%。

本报讯 （记者 吴静）11日上
午，市政府召开 2019年度民生工
程督查推进会，进一步统一思想认
识，强化目标管理，
确保高质量完成
各项目标任务。市长张利出席会议。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赵广华主持
会议。
据了解，今年，
市委市政府一号
文件明确的民生幸福工程共 159
项，其中，列入扬州市一号文件的有
63项。截至目前，已完成 15项，占
目标总数的的 9.
4%；正在推进的
134项，占目标总数的 84.
3%；未达
序时的 10项，占目标总数的 6.
3%。
在听取 1至 5月份民生工程
实施进展情况后，张利指出，
改善民
生是为民宗旨的具体体现，民生事
业是政府履职的重要内容，一号文
件是政府对群众的庄严承诺。各责
任单位主要负责同志要把民生项目
摆在重要位置，紧抓在手，确保民生
工程按序时推进。
就下一步民生幸福工程实施，
张利要求，各责任单位要强化目标

意识，围绕年初既定目标，特别是
列入扬州市一号文件的民生工程，
一定要不折不扣、高质量地完成；
要强化并联推进，注重一个部门与
多个项目并联推进，一个项目与多
个环节并联推进，责任主体与配合
部门并联推进；要强化协调会办，
对民生工程实施过程中遇到的矛
盾和难点问题，各责任单位分管市
领导要组织协调会办，及时化解矛
盾；要强化评估验收，完成一项就
要及时评估一项，按序时、按标准
开展评估验收；要强化安全管理，
所有民生工程一定要注重安全生
产，住建部门要加强对民生工程的
监管；要强化群众参与，提高群众
知晓率、
参与率，定期组织群众代表
观摩民生工程，广泛听取意见，确
保所有民生工程不“开天窗”、不留
空白，确保民生实事越办越好。
会上，市教体局、人社局、民政
局、
高邮镇、卫健委、
经济开发区、住
建局、
交通局等 8家单位分别就今年
以来民生工程实施情况作了汇报。

乡村振兴政策资金审计问题整改启动
本报讯 （记者 赵妍东方）11
日上午，全市乡村振兴相关政策
和资金审计发现问题专项整改交
办布置会召开。市委常委、
常务副
市长赵广华，市委常委、市纪委书
记、
市监委主任傅颖参加会议。
会上，赵广华指出，乡村振兴
相关政策资金专项审计是中央部
署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
对推动
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

要的作用。各部门乡镇（园区）要迅
速行动，全力以赴，将乡村振兴相
关政策资金审计工作作为当前工
作重中之重，
确保乡村振兴资金安
全平稳高效运行。要高度重视，
端
正态度、精心组织，迅速成立领导
小组；
要限时整改，
加强联动、
互通
有无，提高审计工作质效；要立行
立改，对发现的问题，采取针对性
措施迅速整改到位；要从实问责，

举一反三、切实担负工作责任，
对
在整改过程中明显失职渎职的工
作人员，
严肃予以问责。
傅颖要求，相关部门乡镇
（园区） 要准确把握审计专项整
改的基本要求和目标任务，将整
改与基层治理有效结合起来，
对已移交的问 题 线 索 要 快 查 快
结，高质量 地 完 成 此 次 审 计 整
改工作。

麦收扫尾 秧插过半

海潮东路（文游中路至屏淮路）实施“整容”
改造关键词：双向六车道 立面改造 杆线下地
本报讯 （记者 子杼）10日，备
受关注的海潮东路提升提质工程
（文游中路至屏淮路） 正式开工建
设，预计 10月 1日前完工。
海潮东路提升提质工程（文游中
路至屏淮路）是我市城建
“双十”
重点
工程之一，
全长 1.
1公里。此次改造
主要将现有的双向四车道拓宽改造
成双向六车道，
同时对沿街建筑实施
立面改造，将各类综合管（杆）线下

地，
并同步完善亮化、
绿化、
交安等市
政基础配套设施，
增设停车场。
据了解，海潮东路提升提质工
程实行半幅施工，先行施工北半
幅，施工期间该路段实行半封闭交
通管制。记者在现场看到，目前道
路全线已采用夹芯板与钢管结合
的方式对施工区域进行硬性隔离，
请过往车辆、行人服从交通疏导，
注意交通安全。

夏收夏栽工作紧锣密鼓进行
本报讯 （记者 陆业斌）
“目
前，全市麦收工作已进入扫尾阶
段。同时，全市水稻栽插工作也
全面展开并渐入高潮，预计明后
两天栽插进度将过半。总体而
言，今年我市夏收夏栽工作和往
年相比非常顺利有序。”10日下
午，市粮食作物栽培站站长闵思
桂向记者介绍了今年“三夏”工作
形势。

据了解，
今年小麦丰产丰收已
成定局，无论是产量、品质还是效
益，
是近三年来最好的一年。据初
步预估，亩均产量达 420公斤以
上，
大多数达到国家二等粮标准以
上。此外，
湖西地区夏栽 3日起就
已全面展开；
运东乡镇机插工作 6
日开始陆续启动。到 10日下午，
全市 80多万亩水稻已栽插 15万
亩以上。

据悉，今年水稻秧苗质量总
体较好，主要得益于新机具、新技
术的推广。今年我市全面推广了
适宜在田间作业的小型播种机，
这种机械育秧播种覆土均匀，功
效高，有利于出齐苗、育壮苗；使
用了微喷灌技术，改善了水稻种
苗生长的温湿度环境，避免了过
去“大水漫灌”带来的死种、死苗
等现象。

今日总值班
责 编 郭兴荣

经过多年不断完善建设，清水潭旅游度假区已成为多功
能叠加的新型生态文化旅游度假区。省劳动模范、野鸭放飞奇
人陆高中以此为依托，进行野鸭驯养，积极配合度假区发展生
态旅游业。图为游客观看野鸭放飞表演。
王林山 摄

刘久凤
版式 纪 蕾

本报讯 （记者 子杼）6月 6日，中
国工程院 2019年院士增选第一轮评
审工作结束，产生并公布了进入第二
轮评审的 222位候选人名单。记者整
理发现，有三位高邮籍专家上榜，他们
分别是王琦、刘汉龙、张佳宝。
王琦，
1943年 2月出生于高邮，
国医大师 。中医体质学创始人，男科学
创始人、学科带头人，是国家级重点学
科中医基础理论学科带头人。现任北
京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导师、北京中医
药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医体质与
生殖医学研究中心主任，享受国务院
特殊津贴的有突出贡献专家，国家人
事部、卫生部、中医药管理局遴选的全
国第二、
三批五百名著名老中医之一。
刘汉龙，
1964年 3月 出 生 于 高

苏皖四县市围棋交流赛收盘
我市代表队获得团体第一名
本报讯 （通讯员 张洪庆 记者
翁正倩）日前，
由市教体局和市体育
总会主办，
市围棋协会承办的第 9届
环高邮湖苏皖四县市围棋交流赛在
邮成功举办。来自安徽省天长市，
江
苏省金湖县、
宝应县和高邮市 4个县
市代表队的近 40名选手参加了比
赛。我市代表队获得团体第一名。
作为
“环高邮湖”
系列品牌赛事之

一，此次围棋交流赛为周边地区围棋
爱好者搭建了一个展示棋艺和学习
交流的平台，
促进了环高邮湖四县市
围棋文化交流。比赛采用单循环团体
赛的方式，
按照国家体育总局最新审
定的《围棋竞赛规则》，
采用积分编排
制，
每局每方 1小时包干，
超时判负。
经过一天 3轮的精彩对弈，我市
代表队以全胜的战绩获得团体第一名。

中国工程院 2019年院士增选第二轮候选人名单公布
三位高邮籍专家上榜
邮，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学历,现为
重庆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工学博
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今年 1月，刘汉
龙担任科普载荷项目总指挥，随嫦娥
四号登陆月球背面的生物科普试验载
荷内生长出植物嫩芽。这是人类在月
球上种植出的第一株植物嫩芽，实现
了人类首次月面生物生长培育实验。
张 佳 宝 ，1957年 出 生 于 高 邮 。
1982年毕业于南京农业大学，
1985年
在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获硕士
学位，1990年在国际水稻研究所农业

工程系 /菲律宾大学获土壤物理学博
士学位。现任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所
研究员，中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
导师，
973项目首席科学家，土壤养分
管理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封丘农业
生态国家试验站站长。
根据中国工程院 2019年院士增选
工作日程安排，
院士增选的第二轮评审，
将于今年 10月的最后一周举行，主要
是在各个学部内部评审。之后还要经过
主席团审议、
全院院士投票等环节。
一般
是在年底之前公布最终当选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