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杨晓莉）30
日下午，市委书记韦峰主持召开
7月份经济工作调度会。会上，
他强调，要围绕全年目标任务，
认真分析、精准研判，把责任扛
在肩上、把工作抓在手上，全力
以赴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

“在全省争先进位，在扬州保持
第一方阵”目标。市领导张利、
郑志明、王学峰、赵广华、傅颖、
王永海出席会议。

会上，副市长王永海通报了
全市经济运行情况；市委办（优
办）负责人通报了上个月提交问
题交办情况、重大项目列统入库
情况、项目跟踪督查及项目秘书
工作情况；开发区、高新区、城南
经济新区、高邮镇负责人分别汇
报了各自招商及在建重大项目
推进情况，以及在重大项目推进
中需要市级层面协调解决的问
题等。

在听取方方面面的情况汇
报后，韦峰指出，当前，全市工
业企业正逐步摆脱疫情带来的
不利影响，工业经济呈现稳中
向好态势，开票销售由负转正，
有关指标名列扬州前茅，这是
全市上下齐心协力、奋力拼搏、
共渡难关的结果。在肯定成绩
的同时，韦峰指出，当前经济工
作中，仍然存在项目建设速度
不快、核心指标优势不强等困
难和难题，全市上下要高度关
注经济运行态势，牢牢抓住核
心经济指标不放松，瞄准薄弱
经济指标，靶向施策、精准发
力。要进一步提升重点板块对
重要指标的支撑作用，开发区
要加大力度，主攻重大装备制
造业项目引进；高新区要精准
施策，加快推进产城融合发展；
城南新区要围绕主导产业，实
施精准招商；高邮镇要重点发
展现代服务业，加快提升中心
城区首位度，为高邮高质量发
展提供有力支撑。

针对下一步经济工作，韦
峰强调，要未雨绸缪，围绕既定

的各项目标任务不折不扣抓好
落实。要保持定力，做到对项
目心中有数，在推进经济发展
中，及时修正工作落实中的偏
差，科学研判经济形势，进一步
坚定信心谋发展；要强化队伍，
不断创新工作机制，加强招商
引资人才队伍建设，将优秀人
才充实到招商队伍中来，在招
商一线发现识别干部、培养锻
炼干部、选拔使用干部。要落
实政策，将政策执行的刚性与
优质服务结合起来，推进各项
优惠政策落地落实，进一步优
化投资环境，以优质高效的服
务吸引更多的客商来邮投资兴
业。要解放思想、创新思维，推
动全市高质量发展走在扬州前
列。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
坚持实事求是，加快推进经济
发展；要创造性思维，加大对上
沟通衔接协调力度，压实对下
完成硬性任务的责任，确保全
年经济目标任务圆满完成；要
有一定的盯劲和狠劲，建立健
全闭环机制，压茬推进项目建
设；要全力推进各项工作落地
落实，说得漂亮不如干得敞亮，
坚持有为有位，不断提升经济
工作发展水平。

韦峰还围绕核心指标调度、
重大项目推进等重点工作提出
具体要求。

会上，市长张利要求，要充
分发挥重点板块经济的支撑作
用，紧盯核心指标，狠抓薄弱环
节，切实抓好经济运行工作；要
聚焦重大项目，围绕特色产业、
主导产业，开展有针对性、选择
性的招商引资，切忌“捡到篮子
里都是菜”；要集中精力加快项
目建设进度，确保项目早建成、
早投产、早达效；要壮大专业招
商引资队伍，创新招商引资方
式，做好招商引资工作；要加大
对招商项目的甄别与研判，真正
引进大项目、好项目；要开展精
准务实高效的招商活动，进一步
提高招商实效。

韦峰在月度经济工作调度会上强调——

全力以赴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 葛维祥）7月30日
上午，市政府召开全市城建重点工
程督查推进会，市长张利要求，要强
化目标和节点意识，落实责任，形成
合力，按下“快进键”、辟出“快车
道”、配好“加油站”，加快城建重点
工程项目实施进度。副市长李深红
主持会议。

会前，张利率有关部门人员先
后察看和督查了中山路改造工程、
北门大街改造工程、邮汉路整治工
程、城南经济新区的南京科技职业
学院项目、盐河之心公建项目等今

年城建重点工程推进与待决项目情
况。在随后召开的会议上，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通报了2020年城建
重点工程进展情况，相关牵头部门
和有关乡镇园区分别汇报了城建重
点工程推进情况。

在听取汇报后，就城建重点工
程牵头部门和责任部门全力克服新
冠肺炎疫情造成的阻碍和影响，及
时启动重点工程项目建设，一着不
让、紧锣密鼓抓推进，做了大量前期
准备工作，多个重点工程项目进展
情况令人满意，张利予以充分肯定。

张利就下一步如何加快推进城
建重点工程建设要求，要强化目标
和节点意识，落实责任，形成合力，
按下重点工程建设“快进键”，列出
项目建设清单，排定序时，倒逼进
度。辟出重点工程建设“快车道”，
要并联思维，同步节奏，提前谋划和
准备，合力推进，抓好工程解决事
项。配好重点工程建设“加油站”，
有关部门要树立超前意识，一体谋
划，超前做好布局，按照工程推进进
度、时序要求，及时跟进，做好对接，
确保资金、土地等要素保障到位。

张利在城建重点工程督查推进会上要求——

强化目标和节点意识 加快工程项目实施进度

本报讯（记者 吴静 王菲菲）“八
一”建军节将至。7月30日上午，市
委书记韦峰、市长张利分别带队走
访慰问驻邮部队官兵和军队离退休
干部，代表市委、市政府和83万高
邮人民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节
日的祝福。

市领导韦峰、张秋红、周伟一行
先后来到武警中队和军休服务中心
进行慰问。在武警中队，韦峰等与
官兵们亲切握手交谈，并深入到他
们的作战勤务值班室、宿舍等处，关
切地询问他们的工作、生活、训练、
装备水平等情况。韦峰说，无论是
平时的生产生活，还是应急抢险救
灾、突发事件处置，广大驻邮部队官
兵都发扬了能战斗、会战斗、善战斗
的精神，感谢驻邮部队官兵为高邮
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积极贡献，希

望驻邮部队官兵们继续支持地方发
展、维护地方稳定。

在军休服务中心，韦峰一行与
军队离退休干部进行座谈交流。韦
峰关切地询问军队离退休干部的健
康状况和生活情况，感谢他们曾经
为国防事业、为部队作出的贡献，希
望他们继续关心高邮的发展，发挥
余热，并嘱托相关人员要一如既往
地为军队离退休干部做好服务，为
他们排忧解难，让他们安享晚年。

市领导张利、徐永宝、郑志明、
李深红来到市人武部走访慰问，向
官兵们送去全市人民的深情关怀和
敬意，对官兵们长期以来为高邮经
济社会发展作出的积极贡献表示感
谢。

在市人武部，张利表示，近年来，
市人武部积极履行职责、服务地方，

在出色完成各项国防任务的同时，积
极支持地方发展，在急难险重的紧急
关头挺身而出，打硬仗、攻难关，发挥
了重要作用，作出了突出贡献。

张利希望市人武部全体官兵继
续发扬拥政爱民的优良传统，在服
务社会、造福人民、支援地方上作出
更大贡献。同时，他表示，市委、市
政府将持续有效支持国防和军队建
设，落实拥军优抚各项政策，深化军
民融合，共同推动市武装工作和国
防后备力量建设。

又讯（记者 赵妍东方）27日上
午，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赵广华，
副市长李深红一行来到市消防救援
大队，亲切看望慰问消防队员，向消
防队员为我市经济发展、社会进步
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并祝他们节日
快乐。

韦峰 张利带队慰问驻邮部队官兵和军队离退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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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晓莉）28日
下午，我市召开低保专项治理分
析推进会，对前一阶段低保专项
治理情况进行分析，对下一阶段
低保专项治理工作再动员、再部
署。副市长周伟出席会议。

为切实做好低保专项治理
工作，我市制定下发了《高邮市
关于进一步深化城乡低保专项
治理工作实施方案》，并聘请了
第三方机构对全市2534户城乡
低保对象进行全面核查，核减了
419户793人，变更84人，缓停
9户25人，坚决杜绝隐瞒收入
和财产、人情救助和关系救助等
现象。

就深入推进全市低保专项
治理工作，周伟要求，要加强领

导、细化方案，切实提升思想重
视程度，成立专门班子，逐条对
照方案开展工作，确保取得实绩
实效；要聚焦问题、勇于担责，全
力全速推进低保治理，以问题为
导向，积极对照工作方案逐条进
行破解，保证治理工作提速提
质；要同心协力、统筹推进，确保
治理任务顺利完成，做到自查自
纠、问题整改再深入，操作程序、
重点环节再规范，能力建设、作
风建设再加强，确保各项救助政
策精准落地见效。

会上，市民政局负责人就深
化低保专项治理工作进行部署；
汤庄镇、龙虬镇、卸甲镇有关负
责人交流汇报了今年以来低保
专项治理工作开展情况。

低保专项治理工作深入推进

“ 八 一 ”
前夕，市供电
公司共产党员
志愿者前往甘
垛镇荷花村退
伍老兵吕宏城
家中，为老兵
送上一幅手写
的“ 光 荣 人
家”，并送去慰
问品。
林华鹏 文正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翁正倩）30日下
午，扬州市召开防汛抗洪工作视频
调度紧急会议，对全市防汛抗洪工
作再动员再部署。我市设分会场，
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成员杨文喜
在我市分会场收看收听会议。

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进
一步强化打好防汛抗洪持久战的
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持续抓

好长江防洪工作，确保打赢防汛抗
洪的持久战；要高度重视淮河防汛
的工作，确保入江水道行洪安全；
要严肃防汛工作纪律，确保令行禁
止、政令畅通。

会议之后，杨文喜结合我市当
前防汛工作，就贯彻落实好会议精
神要求，各级各部门思想上要再重
视，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松懈心

理，时刻提高警惕，做到严防死
守。防汛措施要再细化，要加强巡
堤检查，做好清杂清障工作，保证
防洪通道保持畅通；严格汛期24小
时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确保值守
到位,汛令畅通；前置的抢险队伍
和应急物资要及时到位，做好防汛
抢险准备，提高防汛抢险能力；紧
盯雨情、水情、工情变化情况，强化
风险意识，研判防汛形势，做好科
学调度。防汛责任再压实，切实履
职担当，扎实做好防汛各项工作，
全力确保安全度汛。

扬州市召开防汛抗洪工作视频调度紧急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