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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乔文玮 记
者 葛维祥） 日前，从江苏华能
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传来好消息：
该公司自主研发生产的专利产
品“一种双铠式光面电缆”首次
在5000米以上的深井内应用成
功，同时创下中国石油集团光面
电缆直读试井技术压恢测试下
深最深、井底压力最高及作业井
眼最大的三项新纪录。这也标
志着光面电缆直读试井工艺首

次在5000米以上的深井内应用
成功。

据介绍，此次测试应用的光
面电缆是华能电缆公司自主研
发生产的专利产品。光面电缆
直读试井工艺作为传统铠装电
缆直读试井的有效替代工艺，在
技术上精益求精，充分发挥了科
技支撑和引领作用，成为试油测
试工艺的一张新名片，对保障新
疆油田勘探开发、增储上产具有

积极促进作用。
近年来，华能电缆公司坚持

走科技创新之路，专攻特种电缆
领域，公司生产的承荷探测电缆
已占全国“半壁江山”，为我国的
页岩气开采提供了所有的泵送
射孔电缆，并参与了三项行业规
定的制定。今年，该公司研发团
队攻关打造“智慧油田”新产品，
采用光纤测井电缆，让华能走在
了行业前列。

华能电缆专利产品首次在5000米以上深井内应用成功
创下三项新纪录

本报讯（记者 朱亚萍） 20 日
上午，全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
度改革工作推进电视电话会议召
开。副市长李深红在邮组织收看
收听。

会议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充
分认识加快推进工程建设项目审批
制度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要聚
焦堵点难点，扎实推进工程建设项
目审批制度改革措施落细落实，聚
焦优化审批流程，着力提升审批效
率；聚焦优化数据平台，不断规范审

批行为；聚焦优化管理体系，完善改
革制度保障；聚焦优化监管方式，强
化事中事后监管。要加强组织领
导，咬定目标、迎难而上、细化举措，
确保高质量完成我省工程建设项目
审批制度改革任务。

会议强调，要把握时间节点，加
大工作力度；聚焦堵点问题，实现改
革突破；强化协调联动，形成强大工
作合力。

会议通报了全省工程建设项目
审批制度改革的总体进展情况。

我市组织收看省工程项目审批改革电视电话会

本报讯(记者 赵妍东
方) 21日，扬州市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扬州市总工
会主席杨正福一行来邮，
实地调研我市产业工人
队伍建设改革工作。市
委常委邱加永参加相关
活动。

在听取我市相关情
况汇报后，杨正福充分肯
定了我市推进产业工人
队伍建设改革工作取得
的成效，认为我市“产改”
工作基础好、有行动、有
特色。他表示，将对高邮

“产改”方面的经验和做
法进行提炼总结，并结合
此次调研收集到的意见
和建议，形成调研报告，
实质性推进“产改”工
作。同时，他建议，要进
一步强化产业工人的思

想引领，加快提升产业工人的素质；进
一步提高产业工人待遇，增强广大产
业职工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努力
造就一支有理想守信念、懂技术会创
新、敢担当讲奉献的产业工人队伍。

邱加永表示，我市将从“产改”工
作中排查出的问题入手，明确目标任
务，明确责任人，落实责任机制；结合
工人和企业的要求，按照时间节点，项
目化推进产改工作；出台有吸引力的
政策，推进联席会议制度实体化运作；
坚持问题导向、系统思维，进一步完善
机制，切实做好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
革工作。

当日下午，杨正福一行还先后走
访了华富储能和曙光电缆公司，了解
我市产改工作推进情况。

扬
州
市
人
大
常
委
会
来
邮
调
研
﹃
产
改
﹄
工
作

本报讯（记者 王莹）21日
上午，市政府召开全市工业经
济“双过半”暨安全生产、化工
企业整治督查推进会议，围绕
上半年时间节点查漏补缺，对
标主要指标精准施策，全力冲
刺“双过半”；纵深推进工业行
业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加
快化工企业安全环保整治提
升工作。副市长王永海出席
会议。

在听取全市面上工业经
济指标实时情况、化工企业整
治进展情况通报以及各乡镇
园区汇报交流后，王永海要
求，要进一步认清形势、咬定
目标，下定决心、坚定信心，抓
住重点、落细落实；要倾心服
务抓指标，以工作的主动、服
务的拉动、政策的撬动，不断
增强企业发展内生动力；要加

快各类惠企扶持政策落地落
实，精准施策，充分调动企业
的积极性；要瞄准“双过半”时
间节点，细化目标任务，强化
经济运行动态监测和统筹调
度，努力完成今年经济社会发
展各项目标任务。同时，要深
入推进安全生产专项整治，态
度鲜明抓关闭，坚守底线抓安
全。各乡镇园区、各相关部门
要重点聚焦本区域本行业领
域重大安全风险隐患，深入持
续集中开展大排查大整治和

“回头看”，列出问题清单和风
险清单，逐一跟踪督办、闭环
整改，堵塞漏洞、消除盲区；要
狠抓化工企业整治，加快进
度，增强节点意识，强化通力
协作，创新工作方法，严格落
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坚决打赢
化工企业整治硬仗。

我市督查推进工业经济“双过半”和安全生产等工作

本报讯（记者 吴静）21 日上
午，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邢春宁率
调研组来我市专题调研“人大代表
之家”建设情况。省人大常委会人
代联委主任杨勇参加调研，扬州市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沙志芳，我市领
导张秋红、孙明如陪同调研。

邢春宁一行前往卸甲镇实地
视察了“人大代表之家”，翻阅相关
台账资料，了解基层人大代表履职
平台运行和联系群众情况。市人
大常委会主任张秋红向邢春宁一
行简要介绍了我市人大工作和代
表工作以及全市“人大代表之家”
建设情况。

邢春宁对我市“人大代表之

家”建设给予充分肯定。她指出，
“人大代表之家”是人大工作向基
层延伸的重要载体，是人大代表深
深植根于人民群众的重要平台，建
设好“人大代表之家”，既是代表工
作的重要内容，也是人大依法履
职、发挥作用的重要基础。卸甲镇

“人大代表之家”发挥了较好的典型
引导作用。下一步要加强联系群
众、履职服务和监督等方面的制度
建设，全国、省、市、县四级人大代表
要常态化接待群众，进一步完善功
能，发挥作用，使“人大代表之家”真
正成为代表学习履职、联系选民、交
流经验的平台，更好地为党委、政府
决策提供依据，更好地为群众服务。

邢春宁来邮调研“人大代表之家”建设情况

我市组织收看
省夏粮收购工作视频会
20日下午，省政府召开全省夏粮

收购工作视频会议。我市设分会场组
织收看收听。

会议要求，要精心组织，做好夏粮
的收购工作，做到政策落实到位、资金
发放及时、收购服务优化。要深入改
革完善储备管理体制，增强储备应急
保障和防范风险能力，确保“米袋子”
货足价稳。 朱亚萍

2020年政府专项债券
项目储备工作再对接

20日上午，我市召开2020年专项
债券项目储备工作对接会，就做好我
市政府专项债券项目储备工作进行再
对接。

会议要求，要优先安排一批项目、预
排一批项目、储备一批项目，保障市本级
项目的推进。要认真梳理，排查和包装
一批项目积极向上申报，推动更多项目
争取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黄霏霏

20 日上午，
市委第三、第四
巡察组临时党支
部前往周山镇开
展 以“520 向 党
表白”为主题的
党日活动，全体
巡察党员干部借

“520 表白日”的
机会表达对党的
深情。图为巡察
组临时党支部全
体党员在党旗下
重温入党誓词的
情景。

张凯 曹阳
摄影报道

本报讯（通讯员 盛莉 记者
赵妍东方） 21日下午，市政协召
开十三届二十一次主席会议，专题
协商“加快产业发展，助推乡村振
兴”工作。市政协主席徐永宝主持
会议，副主席张贵龙、钱富强、张拥
军、居晓波、周启泉以及秘书长林
荣岩参加会议。市委常委、市政府
党组成员、市委统战部部长杨文喜
应邀参加会议。

会上，徐永宝充分肯定了我市
在乡村产业发展上所取得的成
绩。他建议，要加强组织建设不松
劲，让乡村产业振兴有活力，始终
把建强基层组织作为推动乡村振
兴的关键；要加快结构调整不偏
离，让乡村产业振兴有动力，重点
抓三产融合、龙头培育和平台建
设；要加大资源整合不停步，让乡

村产业振兴有魅力，加大技术政策
整合和督导考核力度，以活力产
业、动力产业和魅力产业加快产业
发展，助推乡村振兴。

杨文喜表示，各相关部门将以
市场为导向，构建农业产业体系；
以绿色为标准，转变农业发展方
式；以效益为中心，培育农业优质
品牌；以改革为手段，激活农业发
展动力。

会议听取了市农业农村局关于
我市乡村产业发展的情况通报以及
市政协调研组专题调研情况汇报。
与会人员围绕乡村产业发展进行协
商讨论，提出了各自的意见和建议。

会前，与会人员一同参观了高
邮鸭良繁中心迁建工程（江苏高邮
鸭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江苏王鲜
记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等处。

市政协十三届二十一次主席会议召开

总部经济招引工作
推进会召开

21日上午，市财政局、税务局牵头
召开全市总部经济招引工作推进会。
会上，各乡镇（园区）和相关部门交流
了今年1至4月份总部经济招引工作
取得的成果以及存在的问题。市税务
局、财政局就进一步提高招引总部经
济的质量和水平提出具体建议。会议
解读了《高邮市关于进一步促进招商
引资工作补充政策意见》。黄菲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