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杨晓莉）25日下午，副省
长赵世勇一行在扬州市市长张宝娟、副市
长丁一的陪同下来邮，专题调研我市水利
工作，并现场视察高邮灌区节水改造项
目。市领导韦峰、张利、张新钢、杨文喜参
加调研活动。

高邮灌区地处里下河地区，位于南水

北调东线工程源头段。灌区引用京杭大运
河水自流灌溉，总面积649平方公里，有效
灌溉面积58.89万亩，占全市耕地面积的一
半。灌区主要有干渠6条115公里、支渠
127条546公里、斗渠3250条1600公里。
从2000年开始，累计投入4.3亿元，完成干
支渠改造174公里，建筑物改造1100座，

灌区的灌排保障能力得到显著提升，生态
环境得到明显改善。今年，高邮灌区节水
改造项目总投资9203万元，主要围绕去年
旱情影响较为严重的区域，有针对性地安
排一批群众急需急盼的工程项目，共涉及
全市7个镇区，工程建设内容主要包括子婴
干渠、车八南干渠等7条干支渠道生态化改
造等。

在邮期间，赵世勇先后来到高邮灌区
最北部的子婴干渠和最南部的车八南干渠
现场视察。他边走边看、边听边问，详细了
解高邮灌区节水改造项目建设、各个干渠
生态化改造工程进展等情况。在实地调研
并认真听取情况介绍，了解到我市灌区改
造工作曾先后作为《中国水利》向新中国成
立60周年献礼名片、新中国成立70周年水
利典型透视，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宣传报道
后，赵世勇对我市水利及灌区改造工作取
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他要求我市结合
自身实际，加快建设水利基础设施项目，严
格落实防汛防旱安全举措，着力改善农村
水利条件，高质高效推动水利工作实现跨
越式发展；要围绕“现代化节水生态型灌
区”的建设目标，按照“生态化建设、规范化
管理、智慧化调度、标准化管护”的思路，不
断增强灌排保障能力，不断提升建设管理
水平，不断保障“用水早知道”，走出一条具
有高邮特色的灌区现代化建设之路。

赵世勇来邮调研水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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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菲菲）23
日上午，省疫情防控工作领
导小组暨涉外联防联控指挥
部召开视频调度会议，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
部署，进一步研判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对加
强涉外疫情防控和加快推动
以省域为单元全面恢复正常
生产生活秩序等工作进行再
部署再落实。市领导张新
钢、赵广华、王薇、万圣托在
高邮分会场收看收听。

会议指出，境外疫情扩
散蔓延输入给我省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
新挑战，必须进一步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上来，坚决
克服麻痹思想、厌战情绪、
侥幸心理、松劲心态，守土
有责、守土有方，坚决打赢
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
战、阻击战，加快推动经济
社会发展全面步入正常轨
道，以“两手抓”“两手硬”

“双胜利”的实际行动实际
成效践行初心使命、做到

“两个维护”。
会议强调，要把防控境

外疫情输入风险作为重中
之重，坚持防输入与防风险
紧密结合，强化目标导向，
着力查漏补缺，切实筑起牢
不可破的防线；防控措施要
更加精准有效，加强组织领
导，强化联防联控，完善闭
环管理，压实社区、单位、家
庭及个人责任，落细落实

“四早”包括入境到苏人员
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的措施，
做好人文关怀和舆论引导，
确保人员全覆盖、流程全闭
环、措施全到位，确保有输
入、没风险，坚决防止疫情反弹逆转，为加快
恢复经济社会秩序提供有力保障。各地各部
门要咬定目标不动摇，坚定信心、迎难而上，
加快推动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全面恢复，坚定
不移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为全国发展大局扛
起江苏担当、作出江苏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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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陈诚 记者 子杼）近日，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创建攻坚指挥部
副总指挥、办公室主任潘建奇主持召开全
国文明城市创建宣传工作会议，就进一步
做好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宣传工作进行专题
研究和部署。创建攻坚指挥部办公室、市
融媒体中心、网信办以及市委宣传部新闻
科、理论科等相关负责同志参会。

会议就组织策划好全国文明城市创
建宣传工作进行了专题研究和部署。与
会同志分别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围绕宣传
形式、途径、内容等方面畅谈了各自的意
见和建议。

潘建奇指出，决战决胜全国文明城市

创建的号角已经吹响。决战决胜，舆论先
行。要精心谋划制定创建宣传工作方案，
把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创建体系的
核心内容、身边的好经验好做法宣传到
位，在全市上下大力营造人人参与创建、
人人支持创建的浓烈氛围。市融媒体中
心要在“报、台、网、微”开设创建专题专
栏，着力在深度和贴近群众方面狠下功
夫；新闻科要及时将高邮创建好的经验做
法向上向外推送；理论科要进一步借力

“学习强国”平台，更好地宣传全国文明城
市创建工作。

就下一阶段创建宣传工作安排，潘建
奇强调，要围绕创建“五大攻坚”“五大行

动”开展知识竞赛；融媒体中心要打造一
个市民论坛，邀请有思想、表达能力强的
市民参与讨论，激发群众智慧和参与活
力；要发挥“理论+文艺”宣讲队伍作用，
聚焦文明城市创建，打造“文明+文艺”

“轻骑兵”；同时要做优做精创建简报，调
整重建创建微信工作动态群，成立创建宣
传工作领导班子，确保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宣传工作有力度、有厚度并取得实实在在
的成效。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宣传工作会议召开——

凝聚宣传力量 助力文明创建

本报讯（通讯员 居朕宇 记者 葛维祥）
日前，记者从开发区了解到，今年该区将
重点实施“五大攻坚”，即上半年必须完成
列省重大项目中科细胞项目新开工认定，
全年完成重大项目建设达扬州市级以上
新开工标准10个；完成工业开票销售新增
量达全市50%、总量达350亿元，全省综
合排名再次前进3位；全年确保签约达扬
州重大项目标准的项目10个以上，每季度
签约3个左右，完成外资到账5000万美
元；做靓园区形象，全面完成全国文明城
市创建目标任务；决战决胜全面小康，深
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为全面打赢“五大攻坚战”，开发区将
全力以赴招商引资，成立招商公司，围绕

“1+2”重点特色产业发展格局，组建光储
充、电子信息、生命健康三大产业招商团
队，实行“招标制”任务分配，制定出台主导
产业招引专项优惠政策，紧盯德国EG-
LASS5.0中性硼硅药用包装材料、晶澳控

股4GW高效光伏组件等重大项目，力争尽
快正式签约。全力冲刺项目建设，成立项
目领导包干团队，对照10个目标任务，从
项目各项审批到落户建设再到投产运行，
实行全流程独立包干服务，重点推进列省
重大项目中科细胞上半年实现正式开工建
设，中之炬、胜帆电子、钢（铁）渣综合利用
处理等项目上半年正式开工并完成认定，
跟踪推进赛诺高德均热片、瑞斯乐汽车制
冷配件、台科电子等项目全面开工。全力
推进培大育强，实行领导挂联领办制，实行

“一企一策”服务，目前已基本排出21家重
点企业承担的指标任务，由领导班子成员
挂联推进；下一步将由全区副科级领导干
部对106家企业的具体指标任务进行分配
挂联推进；持续保持秦邮特钢百亿航母位
置，打造波司登集团60亿巨舰，实现10亿
方阵企业6家（其中新增2家），加快推进宏
远电子、佐仕科技、一洋制药迈向十亿方
阵；重点引进总部经济，加快晶樱光电、宏

远电子和康正生物上市进程。
此外，开发区还将全力提升园区品

质，以文明城市创建和产城融合为统领，
全面完成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任务，围绕建
成苏州大学高邮实验学校项目，加快“东
部新城、学府新区”打造，推进周边地块出
让开发，提升商业开发质态业态；继续实
施清水潭景区核心区提升工程，全力推进
温泉项目建设，确保国庆节前竣工试运
营；启动温泉路建设和东湖路提升改造工
程，完成水上乐园项目招商。全力保障民
生幸福，高效落实“一户一策”帮扶方案，
确保真脱贫、不返贫，全面实现低收入农
户脱贫，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壮大增强
集体经济，实现村级集体经营性收入50万
元的村（社区）100%达标。

招商引资打头阵 项目建设挑大梁

开发区聚焦重大项目发力攻坚

为培育清正廉洁的价值理念，市纪委

监委联合市教体局开展“清廉中国·图片”

征集评选活动，欢迎各界人士踊跃投稿。

一、征稿内容
1、作品类型为图片类公益广告或漫

画。漫画原则上电脑绘制作品优先，手

绘作品应扫描成电子版报送；公益广告

征集作品类型为平面公益广告。

2、作品内容应积极向上、贴切主题、

凝聚正能量、弘扬真善美，jpg格式，短边

大于2000像素，文件大于1M，竖图优先。

二、征稿要求
1、作品限原创且未发表。主办方对

入选作品拥有自由裁量权，无需再取得

作者授权。

2、征稿截止时间为 2020 年 12月

31日。

3、来稿作品将评出奖次若干，给予

适当奖励。

4、活动最终解释权归主办方。

三、投稿方式
作品请投稿至邮箱:qfgy802@126.

com，邮件及附件名称请标注“清廉中

国·图片”字样，文内请附上图片、标题、

创意说明及作者姓名、联系方式等信息,

word文档和原图一起打包压缩。

市纪委监委 市教体局
2020年3月26日

【清廉中国·图片】征稿启事

本报讯（记者 翁正倩）25日下午，我省召开
防震减灾工作联席电视电话会议。副市长李生
在邮分会场作交流发言。

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
救灾重要论述和提高自然灾害防治能力重要讲
话精神，认真落实2020年全国应急管理工作会
议及全国地震局长会议精神，总结2019年全省
防震减灾工作，部署今年防震减灾工作，并就相
关工作提出具体要求。

李生代表高邮市政府围绕“基层防震减灾
工作创新发展”作交流发言。近年来，我市坚
持防震减灾同经济建设一起抓，围绕构建全社
会防震减灾工作体系，不断夯实基层基础工
作。2019年，我市地震局被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和中国地震局联合授予“全国地震系统先
进集体”荣誉称号。李生表示，我市将认真贯
彻落实本次联席会议精神，进一步解放思想、
细化措施、狠抓落实，奋力推进新时代防震减
灾基层基础工作高质量建设，为经济社会发展
提供坚实的安全保障。

省防震减灾工作联席电视电话会召开
我市组织收看收听并作经验交流

王林山王林山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