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杨晓莉）13日
下午，市委书记勾凤诚主持召开专
题座谈会，全面督查我市人才双向
流动工作开展及政策落实情况，并
针对该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听取
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提出具体要
求。他强调，建设“强富美高”新高
邮需要坚实的人才支撑和智力保
障，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统一思想，
建立健全人才双向流动机制，打通
人才双向流动的通道，做到公开、
透明，促进高端人才地区间合理有
序流动，吸引更多紧缺型人才来邮
发展，打造人才集聚高地，使我市
成为创新要素充分涌动的魅力高
邮。市领导王学峰、赵广华、傅颖、
万圣托参加会议。

人才政策开放工作是促进人
才双向流动的有力抓手。去年10
月，市政府出台了《高邮市关于促
进人才双向流动的实施意见》；今
年 5月，市委、市政府又出台了
《“好事成双梦圆高邮”聚才专项活
动实施方案》，在全市上下大力营
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政策
环境和社会环境。会上，市人社
局、教体局、卫健委、司法局、公安
局、水利局、财政局、市监局等部门

负责人分别汇报了各自人才双向
流动工作开展情况，并围绕该项工
作提出各自的意见和建议。

在听取相关方面的意见和建
议后，勾凤诚指出，深化人事人才
工作体制机制改革，完善有利于
各类人才发展的政策体系，不断
优化人才创新创业综合环境，是
促进我市成为苏中地区的人才汇
聚之地、培养之地、事业发展之
地、价值实现之地的重要举措之
一。要以落实“人才双向流动”政
策为抓手，在人才引进的精准对
接、沟通协作、帮才圆梦上建立长
效机制，形成“爱才留才、以才引
才、帮才团圆”的良好氛围；要实
行开放的人才政策，放宽人才调
入、调出门槛，简化办理程序，形
成宽松的用人环境，让人才来得
放心、走得顺心。

勾凤诚强调，开创我市高质
量发展新局面，必须要有强有力
的人才支撑。全市上下在做好人
才双向流动工作的同时，要一着
不让地做好“引才”“留才”等工
作。要有足够的发展自信，通过
形式多样的宣传方式，在市内外
开展铺天盖地的广泛宣传，扩大

高邮人才政策开放工作的知晓
率，增加高邮“引才”的砝码，让更
多的人才知晓高邮、了解高邮、走
进高邮；要有扎实的“招才”过程，
在招引人才时，切忌在家门口“守
株待兔”，做到主动出击，走进其他
城市、走进高校院所、走进人才队
伍中，在各类人才竞争中，抢占市
场、赢得先机，让在外工作的高邮
籍人士回到高邮，让愿意到高邮工
作的外来人士聚集高邮；要有暖人
心的“留才”举措，关注他们工作、
生活，营造良好的人才成长环境，
通过政策激励、环境吸引、服务感
化，让各地、各部门、各单位成为引
进人才、留住人才的“娘家”。同
时，对于选择离开高邮的人才，要
以包容的心态“放人”，进一步解放
思想、统一思想，按照中央、省、扬
州的相关人才政策规定，拆除自设
的人才流动“玻璃门”“暗门槛”，
多做“成人之美”之事，细化政策
方案，拿出切实可行的措施，通过
人才双向流动工作激活、用好高
邮人才队伍的“一池活水”。

勾凤诚在人才双向流动工作督查汇报会上要求——

加大引才留才力度 打造人才集聚高地

本报讯（通讯员 陈登铂 记者
孔令玲）13日下午，省自然资源厅
党组书记孔海燕来邮调研“百日
行动”整改落实情况和标准化国
土所建设工作。副市长李生陪同
调研。

据了解，去年8月标准化国土
所建设试点工作正式启动以来，
市自然资源局形成了以党建工
作、队伍建设、业务办理、窗口服
务、硬件建设、争先进位等“六个

标准化”体系；开发区、卸甲、菱
塘、龙虬等4家国土所已先行创
成，9月底将再创成3家。在省厅
集中整治巡视整改专项督查反馈
问题“百日行动”中，我市自然资
源局坚持问题导向，通过广泛座
谈和外出调研，系统梳理堵点难
点，集中征求破解难题的办法和
建议，取得显著成效。

孔海燕一行实地调研了高邮
开发区国土资源分局，查看了展

示厅、廉政文化长廊、第一监督检
查室、廉政文化室等处，现场听取
市自然资源局负责人汇报相关工
作，并与工作人员亲切交流。孔
海燕充分肯定了我市自然资源局
在开展“百日行动”和标准化国土
所建设工作上的做法和取得的成
效。她希望我市继续将党建与业
务深度融合，不断改革创新，推出
党风廉政建设好的做法，打造特
色党建品牌。

孔海燕来邮调研自然资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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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陆业斌）13日下
午，记者从市市监局获悉，2019“我
最喜爱的江苏商标品牌”近日揭晓，
我市选送的“高邮鸭蛋”“高邮湖大
闸蟹”榜上有名。

为提升江苏自主品牌的影响力
和美誉度,形成我爱江苏自主品牌,
尊重知识产权的社会氛围，省知识
产权局委托新华报业传媒集团开展
的 2019“我最喜爱的江苏商标品
牌”公益调查活动于今年5月中旬
拉开帷幕。此次调查采集的商标品
牌样本均为省内的自主商标品牌

（含地理标志商标品牌）。期间，《新
华日报》、交汇点新闻客户端同时发
布调查问卷，面向社会公众、行业协
会和机构采集商标样本；根据采集
到的样本，组委会制定筛选规则，组
织专家对样本进行审核筛查，筛选
出100件商标品牌样本；最后再向
社会公布100件商标品牌样本，接
受社会公众投票。经过激烈角逐，
由高邮市鸭蛋行业协会、高邮湖大
闸蟹行业协会分别报送的“高邮鸭
蛋”“高邮湖大闸蟹”商标品牌双双
进入前50名。

2019“我最喜爱的江苏商标品牌”揭晓——

“高邮鸭蛋”“高邮湖大闸蟹”榜上有名

“今天天空真好看！”台风过后，天空中云卷云舒，蓝天白云美不胜收。不少市民走出家门，
拿出手机、相机拍下美图，在朋友圈晒出“高邮蓝”。据悉，8 月份以来，我市 PM2.5 浓度日均值为
14.5 微克/立方米，空气质量一直保持优良。 仇开涛 孔令玲 李泰祥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郭子悦）13日上
午，我市举行2019年大面积停电事
件应急演练。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赵广华担任总指挥。市委宣传部、市公
安局、供电公司等单位参加演练。

本次演练设供电公司主会场
和天润圆小区、文游变电站、输电
线路（兴业路）抢修、文盛线（邮兴
路）抢修等四个实战现场，进行主
辅联动、协同配合应急演练。参演
人员针对给定的假想情况，根据我
市大面积停电事件应急预案和现
场处置方案，对故障按预警、应急
响应、现场处置、应急结束四个阶
段进行处置。演练通过指挥中心
大屏，多场景、多角度、多画面展现

现场实况，充分检验政府部门、电
力企业应对大面积停电事件联动
处置能力，对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
行，起到了积极作用。

赵广华对此次演练成效给予充
分肯定。他要求，各有关部门要进
一步明确工作职责，细化工作任务，
增强联动协作能力，提高应急指挥
和抢险救援的高效性；要认真总结
经验，完善落实好应急预案的职责
和要求，推进应急演练工作常态化
和规范化；要加大科技投入，充分利
用现代信息化技术和电力科技成
果，及时收集分析研判信息，提升舆
情应对能力，全力保障全市电力安
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我市举行大面积停电事件应急演练

本报讯（通讯员 郑玉林 记者
葛维祥）13日下午，受国家知识产
权局委托，江苏省知识产权局副局
长赵旗带领专家组对我市创建“国
家知识产权试点市”工作进行考
核，并给出一致通过考核的意见。
市长张利出席考核会议并讲话，副
市长李深红代表市政府向考核组
汇报我市创建工作情况。

自2015年11月被国家知识产
权局确定为“国家知识产权试点
市”以来，我市高度重视知识产权
工作，严格按照创建要求推进相关
工作，连续三年位列扬州各县市区
知识产权工作考核第一，并于2018
年5月创成“江苏省知识产权示范
市”。此外，2016年至2018年，我
市专利工作连续三年位列扬州市
各县市区考核第一。

考核会上，省知识产权局领导
和专家组成员对我市深入实施知
识产权强市战略，持续增加知识产
权经费投入；加大政策引领力度，
培育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强化区域
知识产权保护，不断优化知识产权

发展环境等方面的工作和取得的
成效给予高度评价，并一致同意通
过考核。同时，考核组还对我市下
一步工作提出了希望。

张利就考核专家组给出的意
见和建议作表态发言。他说，近
几年来，高邮虽然在知识产权工
作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未
来知识产权工作还有较长的路要
走，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下一
步我市将围绕“国家知识产权示
范市”创建，把目标再调高，全面
对照落实创建目标和要求，全力
做好强弱项补短板工作，进一步
彰显高邮在知识产权工作方面的
特点和亮点；把基础再夯实，充分
发挥知识产权工作成员单位作
用，利用市监部门的基层工作力
量和资源，进一步夯实知识产权
工作基础；把效用再发挥，强化知
识产权理念和思维，充分发挥知
识产权巨大价值，为企业、产业、
园区插上创新的翅膀，为高邮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
创新动能。

我市创建“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市”通过“国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