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孔令玲）“张叶沟
因为是行船航道，不能设置闸门，所
以我们安排了专人全天值守，现在
正在对河面水生杂物进行拦截打
捞。”11日上午，记者在卸甲镇采访
时，该镇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包括
张叶沟在内，目前，他们已组织专业
人员对辖区内与北澄子河相通的9
条河道进行全面清理整治。

为实现北澄子河三垛西大桥
国控断面水质达标，卸甲镇近期加
大对影响水环境突出问题的整治
力度，建立健全长效管护机制，明
确“五位一体”管护职责，切实加强
沿线河道水面保洁、水花生打捞、
垃圾清运等工作，确保水流畅通，
减少水体污染。

为全面管控与北澄子河相通
的支流水质，卸甲镇与相关行政村
一一对接，组织各级河道河长定期

巡查，发现问题立即交办。重点调
查畜禽养殖、鱼罾鱼簖和工业企业
排水口等，对沿线养殖实行转产、
控减、截污，做到企业排污口一律
封堵、排水涵闸一律扎口。除此之
外，记者还了解到，目前，北澄子河
沿线24处排水口门也已全部关闭。

“我们建立了河长制工作群、
‘五位一体’工作群，及时在群内通
报巡查发现的问题，跟踪反馈各村
整治进程。”卸甲镇相关负责人介
绍，为确保北澄子河沿线水环境整
治行动见效，该镇还完善了相应的
监督考核和责任追究机制，对相关
污染源整治进行跟踪督查，对工作
不力，使水环境受到影响的，将严
格按照有关规定追责、问责。

卸甲合力攻坚治理水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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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在行动

聚文化人聚文化人 聚才创新聚才创新

本报讯（记者 子杼）记者日前
从有关部门获悉，“聚才创新”工
程实施以来，我市不断创新方式
方法，通过“项目用才、人才引才、
活动聚才”三大举措为高质量发
展拓宽引才渠道。截至目前，我
市先后引进高层次人才95人，留
学回国创新创业人才13人。

“聚才创新”工程实施以来，
我市通过实施重点产业、重点项
目带动集聚各类人才，建立创新
项目与人才引进一体化的运行模
式。今年以来，共申报省、市人才
科技计划90多项。新立项重大
项目效果显著，有两家企业省科
技成果转化项目进入现场考察阶
段，连续位列扬州各县（市、区）前
列；获批1项省重点研发计划产
业前瞻与共性关键技术项目、4项
省重点研发计划(现代农业)项目，
立项数继续保持扬州县市区第
一；1个创业团队、7名创新创业

人才进入省“双创”答辩环节。并
招引大院大所在邮设立分支机
构、研发中心、创新中心和技术转
移中心，将专家人才请到家门
口。今年以来，帮助传艺科技引
进李永舫院士、扬子江种业引进
陈顺和院士、扬州劳根电气引进
俄罗斯院士吴开明建立院士工作
站，并成功获批扬州市级院士工
作站；组织61家企业申报省科技
副总，公示60个。

与此同时，我市充分发挥已
入驻我市的创新创业人才、新老
科技镇长团成员、高邮籍在外高
层次人才的人脉资源优势，通过
定期交流、实地考察、成果推介、
项目路演等招引人才来邮。今年
以来，我市已累计邀请了中科院
新疆理化所、昆明理工大学、湖南
大学、同济大学等20多家高校院
所80多名专家教授来邮深入企
业考察、治谈，举办成果推介、项

目路演10多场，市人才、科技部
门、各乡镇园区几乎每天都要接
待来邮考察的专家教授。

此外，我市还积极参与省、扬
州市各类人才科技对接活动，4月
23日至25日，组织与我市有良好
合作关系的12家高校院所40多
名专家，携21个人工智能产品参
加扬州市百家高校院所科技成果
展示治谈会，现场签约5个；5月
24日，我市举办了“聚才创新智汇
高邮”暨“好事成双・梦圆高邮”
集中推介活动，共邀请了48家高
校院所110多名院士专家来邮，
为我市高质量发展问诊把脉，30
个新落实的人才科技项目集中签
约，充分展示了我市实施“聚才创
新”工程以来的成效。

项目用才 人才引才 活动聚才

我市创新方式拓宽引才渠道

今日总值班 刘久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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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吴静）11日上
午，市委书记勾凤诚前往龙虬镇
调研乡村振兴方案。他要求，龙
虬镇要进一步优化乡村振兴战略
方案，围绕产业兴旺，走特色化、
规模化、科学化养殖道路；围绕绿
色生态，走特色养殖与生态环境
协调发展之路。

勾凤诚首先来到茂红生态
园，了解生态园目前建设情况。
经过一年半的建设，茂红生态园
已完成基础建设工程，初步形成
了桃园、梨园、蓝莓园，目前正在
建设葡萄园、荷塘以及配套设
施。勾凤诚希望该园要依法依
规，不触红线；要高起点规划，建
一个项目成一个项目；要组织专
业运营团队，打造集“旅游、休闲、
生态、采摘”于一体的生态园，按
照更高的发展定位加快建设，营
造生态园良好的生态环境。

强民村是龙虬镇乡村振兴试
点村。在该村林场水产养殖区，
勾凤诚了解到，养殖区通过将422
亩罗氏沼虾虾塘转型为小龙虾、
鳜鱼等其它水产品养殖场，水质
已能达标排放，并成为罗氏沼虾
控减转型区时，他要求，要增强养
殖户转型的信心，组织村干部和
养殖大户“走出去”，通过参观学
习开拓视野，引导养殖户走多元
化养殖道路。

在强民村七组贫困家庭郭宏
仪家，勾凤诚仔细询问了他一家
三口的生活状况。63岁的郭宏仪
患有肢体残疾，妻子刘春红也是
残疾人，听力、视力、精神都不正
常。当得知郭宏仪8岁的儿子正
面临就学问题时，勾凤诚叮嘱镇、
村相关负责人，要持续不断地做
好最贫困家庭帮扶工作，确保郭
宏仪的儿子如期就学。

在阳光特种水产专业合作
社，勾凤诚听取了合作社发展情
况介绍，对该合作社长期从事罗
氏沼虾养殖销售和技术指导，带
领群众致富成为“全国百强示范
社”表示赞赏。他希望该合作社
做好“传帮带”，继续推广应用罗
氏沼虾养殖经验和技术，尤其要
解决罗氏沼虾养殖过程中出现的
水质污染等问题，通过罗氏沼虾
虾塘水质互比，引导养虾户生态
养殖，尽最大努力降低水质污染，
做到达标排放。

勾凤诚还调研了强民村党总
支部书记富民项目和美丽乡村建
设工程。他希望强民村充分发挥
清水养殖示范区产业优势，发挥
新月水产专业合作社的示范带动
作用，增加村集体经营性收入，带
领更多的农户致富，将村庄建设
得更美、更净、更有序。

勾凤诚赴龙虬镇调研乡村振兴方案，要求——

实现产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 王树兴）10
日，北京高邮企业商会换届选举暨
年中工作会议在北京昆泰嘉华酒
店召开，在京的高邮籍工商界成功
人士和文化界代表等40多人参加
会议。副市长王薇出席活动。

会议选出第二届北京高邮企

业商会会长顾庆伟、执行会长金家
华，并对理事、常务理事单位进行
授牌。新一届商会表示，将依法办
会，按章办事；整合资源，共享成
果；学习同行，交流互动；服务家
乡，反哺家乡，为家乡经济社会建
设发展多作贡献。

北京高邮企业商会换届

本报讯（记者 桐菲）11 日上
午，市政协副主席居晓波带队专题
视察我市残疾人康复工作。

委员们先后视察了市残疾人
辅具服务中心、龙虬镇大树村残疾
人家庭无障碍改造示范点。

在听取市残联关于残疾人康
复工作情况的汇报后，委员们建
议，要切实将残疾人康复工作纳入
经济社会发展和公共服务大局，建

立残疾人事业投入增长机制；要加
强残联队伍建设，大力提升残疾人
康复专业化服务能力，创新工作，
做出特色；要广泛汇聚社会各方力
量和资源，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
用，职能部门的资源整合作用，坚
持办实事、解难题，拓展服务范围，
积极探索新的康复项目，为全市残
疾人康复事业持续健康创新发展
献计出力。

市政协专题视察残疾人康复工作

近年来，我市着力打造江淮生态大走廊，积极推进大运河文化
带建设，在大运河和高邮湖之间形成了“一湖二河三堤”的独特景
观，吸引了各地游客前来游览观光。图为记者近日用航拍器拍下
的“一城一湖二河三堤”美景。 王林山 摄

本报讯（记者 桐菲）10日上午，
我市召开省委专项巡视高邮市反馈意
见整改落实工作任务分解会，深入贯
彻落实关于省委巡视整改工作的有
关要求，对省委第三巡视组《关于对
高邮市开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专项
巡视的反馈意见》整改落实工作进行
部署。市委副书记张新钢参加会议。

会议传达了扬州市委常委、市
纪委书记、监委主任李航和我市市
委书记勾凤诚在省委第三巡视组专
项巡视高邮市情况反馈会上的讲话
精神。张新钢在会上指出,要提高
政治站位抓落实。各部门单位要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好习总书
记关于“三农”工作和巡视工作的重
要论述，牢固树立“四个意识”，践行

“两个维护”，将从严、从实做好省委
第三巡视组专项巡视反馈意见整改
落实工作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把巡
视整改作为贯彻党中央和省市委部
署要求、推动整体工作的有力抓手，
不折不扣落实到位。

要压实政治责任抓落实。省委
第三巡视组专项巡视反馈意见整改

落实工作将在市委常委会领导下进
行。各单位党委（党组）要坚决扛起
巡视整改主体责任，全程亲力亲为
抓部署、抓落实、抓协调、抓督办；要
高质高效，围绕整改清单逐条深入
检查、剖析症结根源、排定整改任
务，切实做到整改方案可操作、整改
成果可检查；要按时报送，以时间节
点倒逼各项工作进度。

要立说立行合力抓整改。此次省
委专项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时间
紧、任务重、标准高、要求严，各责任
单位要切实增强紧迫感责任感，突出
问题导向，精准发力，以重点突破带
动面上问题整改；要将巡视整改和深
化标本兼治有机结合起来，既拿出

“改当下”的举措，即知即改、真改实
改、全面整改，又形成“长久改”的机
制，真正做到解决一个问题、完善一
套制度、堵塞一批漏洞，以整改的实际
成效助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省委巡视各整改小组负责人、
整改工作各责任单位分管负责人及
职能科室负责人、各乡镇（园区）分
管负责人、市纪委监委各监督检查
室负责人参加会议。

省委专项巡视高邮市反馈意见
整改落实工作任务分解会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