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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召开领导干部会议，宣布省委、扬州市委决定

韦峰任中共高邮市委书记
扬州市委书记谢正义到会讲话

本报讯（记者 郭玉梅）9 月 10 日下午，我
市召开领导干部会议，宣布省委、扬州市委决
定：韦峰同志任中共高邮市委委员、常委、书
记职务，勾凤诚同志不再担任中共高邮市委
书记、常委、委员职务。扬州市委书记谢正义
到会讲话。扬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江桦
宣读了省委、扬州市委关于调整高邮市委主
要领导的决定。扬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勾凤诚主持会议。市委书记韦峰和市委副书
记、市长张利分别发言。张秋红、徐永宝、张
新钢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参加会议。
谢正义在讲话中说，高邮市委主要负责
同志调整是省委、扬州市委从全市工作大局
出发，根据工作需要和高邮实际，通盘考虑，
慎重研究作出的决定。
谢正义对近年来高邮市委的工作表示满
意，对高邮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成
绩给予充分肯定。他说，勾凤诚同志 2016 年
6 月担任高邮市委书记以来，团结带领市委一
班人和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探索和实践具有
高邮特色的发展路子，确立了高邮建成大运
河历史文化名城、高邮湖生态休闲城市、江淮
生态经济区创新创业基地、长三角一体化宁
镇扬同城化发展最美“后花园”等目标定位，
坚持以服务企业、服务群众、服务基层“三服
务”作为重要抓手，以聚焦富民、聚力帮扶、聚
文化人、聚才创新为发展路径，激发干部群众
干事创业的热情和动力，统筹推进经济建设、
城市建设、民生保障、环境保护和党的建设各
方面工作。高邮成功获批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国家卫生城市，连续三年获县（市、区）经
来，
我们一起努力为高邮发展塑特色、创优势；
济社会发展综合考评一等奖。高邮近年来的
三年多来，我们一起努力为高邮发展强队伍、
发展成绩有目共睹，
来之不易。
聚合力。”勾凤诚回忆说，这里有难忘的人，三
谢正义介绍了韦峰同志简历后，指出，韦
年多来，
他走遍全市 175 个行政村、
50 个社区、
峰同志党性观念强，政治素养好，贯彻落实市
458 户最贫困家庭、23 家敬老院（养老院），利
委、市政府决策部署态度坚决；思维活跃，勤
用晚上的时间走遍城区大街小巷，
对收到的三
于思考，领导经验比较丰富，驾驭全局和组织
万九千五百多件民生诉求实行部门单位主要
协调的能力较强；为人谦和，低调沉稳，作风
负责人、市分管领导、市主要领导三级把关，
确
务实，在干部群众中的口碑较好。在担任江
保每一个诉求都能得到负责任的答复。这里
都区区长期间，围绕经济稳定增长，组织制定
有难忘的事，从优化城乡教育布局、提升办学
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招商引资系
条件和质量到引进优质教育资源合作办学；
从
列政策，加强督查推进和考核奖惩，2018 年，
实施向湖战略、打造
“一环一带三镇”
环湖旅游
江都区在扬州市率先实现 GDP、工业开票销
格局到推出
“好事成双在高邮”
文旅 IP、建设汪
售、建安产值、期末银行存款“四个千亿”目
曾祺纪念馆等文化场馆，推动文旅融合发展；
标，主要质量性指标位居全市前列。特别值
从
“两把关”
“五集聚”
到大力发展城市经济，
积
得一提的是，在推进“263”专项行动和江淮生
极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从建立“10+X”
态大走廊建设过程中，经常深入一线协调解
专家智库、大院大所、专家教授、在外成功人士
决各种矛盾，2017 年以来累计组织关闭化工 “三拜访”
到打破玻璃门促进人才双向流动；
从
企业 218 家，关停沿江区域小船厂 12 家、砂石 “三开放”
“两集中”
到
“三控减”
“六禁止”
，
从信
码头及混凝土搅拌站 23 家。他希望韦峰同
访积案包案化解到文明城市创建领办事项，
大
志不负重托、再接再厉，和班子成员一道，团
家一起啃下了一个个硬骨头。这里有难忘的
结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开拓创新、扎实工作，为
情，
共同的事业、共同的目标和共同的奋斗，
他
高邮发展作出新的努力。
遇到了一群好领导、好战友、好同事，
大家结下
谢正义要求，高邮各级领导干部要始终
了深厚的情谊。
坚持讲政治、讲大局、讲团结，确保各项工作
勾凤诚最后说，省委、扬州市委决定韦峰
稳步推进；要立足当下、展望未来，决战决胜
同志到高邮就任市委书记一职，充分体现了
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不忘初心、牢记
对高邮发展的高度重视。韦峰同志年轻有
使命，
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
为、为人真诚率直、领导经验丰富、组织能力
勾凤诚在会上依依话别。
“三年多来，
我们
较强，在多个岗位工作期间都取得了较好的
一起努力为高邮发展蓄动能、增后劲；三年多
业绩，希望大家像过去支持他一样全力支持

纪念地方人大设立常委会40周年书画展开展
本报讯（记者 郭子悦）10 日
上午，由市地方人大工作研究会、
市人大书画研究会主办的“辉煌
四十载，奋进新时代”纪念地方人
大设立常委会 40 周年书画展开

展。市领导张秋红、张新钢、吴惠
山等共同为书画展揭幕。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薛晓寒主持活动。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秋红致
辞，希望通过此次活动，加深社会

各界对人大制度优越性的认识。
全市书画爱好者要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更多更好
的宣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精品
力作。
（下转 2 版）

我市水源地达标建设接受省级技术核查

元完成水源地达标建设工作，拆
除了一级保护区内房屋、砂石码
头、鱼罾鱼簖等设施，实施了隔离
防护、视频监控、水质监测、警示
标牌、生态防护、交通穿越设施隐
患防治等工程，水源地安全保障
能力得到提高。
（下转 2 版）

本报讯（记者 吴静）10 日，省
水利厅、省生态环境厅、省住建厅
专家组一行来邮，对我市里运河
清水潭水源地和高邮湖马棚湾应
急水源地达标建设进行技术核
今日总值班

查。省水利厅水资源中心副主任
唐运忆参加核查，我市市委常委、
市政府党组成员、市委统战部部
长杨文喜陪同。
近年来我市累计投入 6 亿多
夏在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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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峰同志的工作，他相信在省委、扬州市委的
坚强领导下，在以韦峰同志为班长的市委的
团结带领下，全市上下齐心合力，高邮的高质
量发展一定会取得新的更大的突破，高邮的
明天一定会更美好。
新任高邮市委书记韦峰发表讲话。韦峰
说，当前，高邮正处在决战决胜全面小康、推
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这次省委、扬州市
委决定由他担任高邮市委书记，他深感使命
光荣、责任重大，一定倍加珍惜与高邮人民共
事创业的机会，当好高邮人、讲好高邮话、做
好高邮事，以实际行动向组织和人民交上一
份满意的答卷。
韦峰表示，高举绝对忠诚旗帜，不忘初心
讲政治聚合力。始终把对党忠诚摆在首位，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践行“两
个维护”，在即将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中，聚焦中央和省市委决策部
署，知行合一守初心、担使命，结合实际找差
距、抓落实，确保上级要求在高邮落地生根开
花结果，确保高邮各项事业沿着正确方向乘
风破浪、行稳致远。高举干事创业旗帜，凝心
聚力谋发展勇作为。坚定扛起高邮发展的重
担，发扬接续奋斗的作风，锁定既定目标，一
张蓝图绘到底，一年接着一年干，多做打基
础、增后劲、利长远的实事。高举执政为民旗
帜，情系百姓惠民生办实事。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把群众所想所盼作为工作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实干
赢得民心，千方百计保障和改善民生。高举
从严治党旗帜，坚定不移守纪律作表率。带
头执行作风建设和廉洁自律各项规定，清清
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任何时候都不踩红
线、不破底线。
韦峰表示，接过发展的“接力棒”，也走进
了人生的“新考场”，他将与高邮人民一道，进
一步继承和发扬历届领导班子留下的好传
统、好作风、好经验，艰苦奋斗、攻坚克难、携
手共进，奋力推动高邮高质量发展迈出新的
坚实步伐，为建设“强富美高”新高邮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张利代表高邮市领导班子表态，他表示
坚决服从、绝对拥护韦峰同志到高邮担任市
委主要领导，将和全市四套班子各位领导、各
级干部一起，鼎力支持、大力协助韦峰同志全
面开展工作，精诚团结、担当实干，继续保持
好高邮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良好势头，共
同呵护好高邮风清气正的良好生态，奋力开
创
“强富美高”
新高邮建设的崭新局面。
（图片 王林山）

高新区庆祝第35个教师节
高新区实验学校、幼儿园启用
本 报 讯（记 者 绪 欣）10 日 下
午，高新区举行庆祝第 35 个教师节
暨高新区实验学校、幼儿园启用仪
式，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高新区
党工委书记王学峰，副市长王薇参

加活动。
王学峰强调，近年来，高新区党
工委、管委会始终把教育放在优先
发展的重要地位，持续推动教育高
质量发展，
（下转 2 版）

“交通运输杯”第二届优秀出租车司机评选活动开始啦
广大市民可通过《高邮日报》报纸选票、微信公众号投票赢好礼
本报讯（记者 王小敏）第一届
优秀出租车司机评选活动在社会及
出租车行业引起较大反响，出租车

司机及出租车行业的社会公众窗口
形象和赞誉度得到了明显提升。
（下转 2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