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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日，临泽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李长太
邀请市发改委、工信局、生态环境局部门负责人
赴常州开展招商引资拜访活动。副镇长相彪参
加活动。

▶8月5-6日，临泽镇党委书记居育明、政
协召集人王业星带队赴各村调研村庄规划布
点和零散墓穴搬迁工作。

▶8月7日，市乡村振兴巡视组来临泽镇
调研乡村振兴工作，镇党委书记居育明、镇长
李长太、副书记邹文勇陪同参加。高邮团市委
联合临泽镇团委、妇联、文体站、果林社区共同
举办的“相约七夕•爱在临泽”青•关爱主题
系列活动在临泽镇临湖生态度假村拉开帷幕。

▶8月8日，临泽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李长
太，人大主席戴少清带队开展文明城市和省卫
生镇创建及文明示范路打造现场督查活动。

▶8月9日，临泽镇党委书记居育明、副镇长
相彪带领招商办负责人赴村（社区）督查招商引资
工作。

▶8月12日，临泽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李
长太带领镇财政、农经、民政、国土等部门赴周
巷村调研村级债务化解工作。

▶8月16日，临泽镇党委书记居育明、副
镇长谭红祥带队走访慰问最贫困家庭。

▶8月17日，临泽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李
长太邀请市生态环境局、应急管理局等部门负
责人赴常州拜访客商，洽谈推进高档品牌地板
生产项目。副镇长相彪参加活动。

▶8月21日，临泽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李
长太主持召开补充耕地核查项目问题工作部
署会及子婴干渠改造项目座谈会。

▶8月27日，临泽镇团委组织单身青年志
愿者们开展“青•关爱 暖•童心”走访慰问留
守学生活动。

▶8月29日，临泽镇党委书记居育明、副
书记张爱方、副镇长相彪带领招商办负责人赴
金湖县拜访客商，洽谈推进超微细电磁线生产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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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 泽 时 政

8月27日上午，市长张利带
领政府办、工信局、财政局、商务
局、生态环境局等部门负责人来
临泽镇走访部分工业企业，了解
企业发展态势，摸清企业困难需
求，助推企业加快发展。镇党委
书记居育明，副书记、镇长李长
太、副书记张爱方以及企管站负
责人陪同参加。

张利一行实地走访了丽邮
人造板、方正铜业、秀杰塑胶制
品、天宇鞋业等企业。每到一
处，张利都走进车间，看产品、听
介绍，详细了解企业生产流程、
市场销售、产品研发、工艺创新
等情况，并现场与企业家沟通交
流，倾听企业发展心声。

在肯定企业通过改革创新、
攻坚克难取得成效后，张利指
出，受宏观经济形势影响，部分
企业特别是外贸出口企业经营
难度加大，企业家承受着巨大压
力。但是能够欣喜地看到，面对
贸易摩擦带来的不利影响，企业
家们仍坚定发展信心，聚焦主
业，质态稳定。

张利鼓励企业，要稳住发展
信心，不断精细打磨，深耕主业；
要转变经营理念，优化产品结
构，早做谋划，积极拓展国内市

场；要保持上进精神、创新思维，
不断研发新产品，开拓新市场；
要积极引进专业人才，加大研发
投入，把科技创新作为企业升级
的重要抓手，进一步提高企业整
体创新能力，推动企业转型升
级，增强产品竞争力，再创发展
新优势。

张利要求，各部门单位、乡
镇要当好“店小二”，竭力做好服
务，围绕企业发展需求，加大政
策扶持力度，以更贴切实际、更
精准的人才政策帮助企业引进
更多产业人才；要打出“组合
拳”，出台压降成本、新品开发、

市场拓展等方面的阶段性扶持
政策，优化服务环境，精准帮扶
企业，力促更好发展。他强调，
关键时期，全市上下一定要竭尽
全力、真心实意服务企业，围绕
职责定位，强化精准服务，以实
实在在的举措，培企业促增长，
推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稳中有
进；要有真金白银和真材实料，
想方法、找思路，与企业携手共
进，同企业共渡难关，面对企业
提出的难题和困难，全力以赴帮
助支持，绝对不能说“不”，让所
有企业感受到开展“强信心，保
增长”系列活动的真心实意。

张利走访调研临泽镇工业企业

8月28日上午，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张秋红专程调研临泽镇社
会发展情况，实地查看工业企业、
服务业项目和文明城市、省卫生
镇创建点位。市人大常委会办公
室主任胡朝霞、镇党委书记居育
明、镇长李长太、人大主席戴少
清、政法委员陈仁俊、宣传委员葛

翔梅等参加调研。
在听取了临泽镇关于工业经

济和招商引资、法治建设、文明城
市创建等情况汇报后，张秋红表
示，临泽镇在主要经济指标下滑压
力下，凝心聚力狠抓招商引资、项
目建设，坚持不懈攻坚文明城市创
建、民主法治建设，经济社会稳步

发展。就如何做好下一步工作，
张秋红要求，要始终把经济建设
放在首要位置，发挥工业集中区
聚集效应，突出盘活存量，坚持创
新发展，瞄准在手项目抓攻关落
户，紧盯开工项目抓竣工达效，推
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始终用法
治思维解决历史信访矛盾，不随
意承诺、不乱开口子、不厚此薄
彼，积极寻找运用法律解决问题
的途径，努力将矛盾钝化在苗头
状态；要始终以典型引领推动乡
风文明，坚持以文化人，发挥“临
泽好人”特色品牌效应，推广朱堆

“好人村”社会治理经验，探索建
立自治法治德治的基层社会治理
模式。

调研期间，张秋红一行到周巷
小学少年宫、鸿元鞋业、秀杰塑胶、
方正铜业、西凤雅居、临泽农贸市
场以及振兴路、幸福大道文明城市
创建示范路进行了实地查看。

丁勇

张秋红调研临泽镇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8月15日下午，临泽镇党委
书记居育明主持召开党委扩大会
议，专题研究、部署推进镇村布局
规划工作。

今年以来，临泽镇按照国家
五部委以及省自然资源厅、高邮
市政府的工作部署和安排，本着

“镇村建设、规划先行”的原则，启
动了新一轮村庄布局优化完善工
作。镇领导带队先后多次走访调
研28个村（社区），并赴周边先进
地区开展参观学习，在综合分析
村庄发展条件和潜力基础上，结
合现行镇村布局规划实施评估，
坚持“多规合一”的要求和因地制
宜、实事求是的原则，细分了251
个村庄布点，其中集聚提升类53
个、特色保护类14个、搬迁撤并类
93个、其他一般类91个。目前，
该项工作已委托扬州建筑设计院
负责编制，先期完成了基础资料
的收集和现状调研，按照“4+1”的
村庄分类形成了初步分类成果。

会上，政协召集人王业星详
细介绍了临泽镇镇村布局规划工
作的背景、开展情况、取得的成果
以及布局规划掌握的原则、重点
部位、关键环节等；扬州建筑设计
院介绍了最新编制的临泽镇镇村
布局规划成果，现场征求了与会
人员的意见和建议。

居育明指出，开展镇村布局规
划工作是国家、省、扬州和高邮市
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要求，是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举措和
基础性工作，是完善配套基
础设施、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推动镇村高质量发展的现实
需要和重要任务，要以规划
为引领、定位为前提，把握分
类关键，抓住搬迁撤并重点，
做到优化安置相统一，实现
镇村同频共振、融合发展。

就抓好下一步工作，居
育明强调，全镇上下要进一
步统一思想，提高政治站位，
做好宣传引导工作，提高群
众对村庄布局规划的认同感
和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要
突出重点，明确时间节点和
任务要求，村两委班子成员
和驻村镇干要加强思考研究
和对接联系，进一步细化完
善镇村布局规划，增强规划
的科学性、合理性、可操作
性；要发挥村民主体作用，深
入基层走访群众，召开座谈
会听取村民意见建议并提交
村民代表会议审议，充分尊
重群众的知情权、决策权和
监督权；要密切配合，部门协
同推进，围绕规划合理配置资
源、统筹项目建设，按时保质
保量做好镇村布局规划工作。

在临全体党政领导班子
成员、各村（社区）支部书记、
驻村镇干以及村建所、国土所
全体工作人员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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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日上午，临泽镇专题召开新
中国成立七十周年期间信访维稳工作
会议。镇党委副书记张爱方、政法委
员陈仁俊，全体镇干，各村（社区）支部
书记、治保主任，各部门单位、列统企
业负责人参加会议。

张爱方强调，全镇上下要提高政
治站位，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
意识和忧患意识，进一步统一思想和
行动；要强化源头防控，扎实矛盾排查、
压实领导包案、做实精准稳控、报实信

息预警；要迅速高效处置，各部门单位
密切配合、主动靠前，强化工作力量，抓
好应急处置环节；要狠抓责任落实，加
强组织领导和分析研判，落实化解稳
控措施，确保全镇社会和谐稳定，为新
中国成立七十周年营造良好氛围。

会上，陈仁俊还就创新网格化治
理工作进行了布置，要求组织领导再
加强、宣传氛围再发动、阵地建设再到
位、信息采集再完善、考核管理再严格，
多措并举提升网格化治理工作水平。

临泽镇召开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期间信访维稳工作会议

为深入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和江苏
省卫生镇创建，进一步提升镇村面貌，临
泽镇决定在全镇域范围内开展“呵护美
丽临泽·建设幸福家园”垃圾清零行动。
9月9日上午8：30分，行动正式开始，政
府机关、镇属、市属事业单位全体人员、
各村（社区）两委班子成员、列统企业中
层以上干部统一行动，按“双创”工作划
定的网格区域，开展环境卫生大扫除活
动。部分中小学生配合做好此次活动。

集镇建成区。一大早，镇党委书
记居育明结合市县乡三级联防日常管
理，先后走访了临泽社区四美新村、临
鑫糕点厂、农贸市场、太平新村，就节
日前的环境卫生、食品安全等进行实
地察看。镇长李长太在参加网格单位
卫生卫生大扫除的同时，还重点考察
集镇农贸市场，详细了解农贸市场改
造进展情况。镇党政班子成员也分别
率领网格单位同志，彻底清理镇区范
围内的垃圾死角，实行全天候清洁保
洁，生活垃圾日产日清，做到垃圾收集
点及垃圾箱（桶）周边环境卫生整洁；
取缔占道经营、门面延伸及流动摊点，
清理店外乱摆乱放广告牌匾和乱张
贴、乱涂写野广告，清理乱搭乱建、乱
堆乱扔、乱停乱放；修整绿化带及设
施，清理枯死树木和杂草；加强“门前
四包”管理，清理门前乱堆乱放杂物。
临泽社区、泰山社区以老居民住宅区
整治为重点，积极发动广大居民清理
院落及居民周边乱堆乱放杂物，规范
管理垃圾收集点。

基层农村。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为抓手，22个行政村、6个社区统一行
动，以行政管理区域为范围，清除村内
外县道、乡道、村道道路两旁乱堆乱放杂
物；清理村庄内外积存垃圾，清理农户房
前屋后垃圾，清理田间废弃农药包装袋、
塑料袋等白色垃圾，消除卫生死角。

重点区域。市监临泽分局安排执
法人员加强集贸市场的管理，严格划行
归市，发动业主彻底清理摊点内外卫
生，擦洗货架，整齐摆放货物，环卫所切
实增强市场周边的保洁力量，配备足够
的垃圾箱，及时收集并清运垃圾。天宇
鞋业注重环境卫生长效管理，董事长于
徐生每天早晨在职工上班前都要亲自
查点环境卫生打扫工作，明确专人负
责，确保厂区内干净整洁。

据统计，此次环境卫生大扫除全
镇共1721人参加活动，其中党政领导
12人，机关事业单位职工528人，基层
农村党员干部716人，师生465人，共
清理垃圾33吨。看到门前多年的垃
圾被清理，集镇居民夸赞政府创卫是
一件为民办实事的民生工程，纷纷回
家拿来工具，主动投入到卫生环境大
扫除活动中。

临泽镇开展“美丽临泽·幸福家园”垃圾清零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