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朱亚萍）15日，扬
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沙志芳一行
来邮调研城乡养老服务高质量发
展。我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薛晓
寒、副市长周伟参加活动。

调研组一行先后来到车逻敬老
院、颐乐养老服务中心、水部楼社区
颐养中心、大淖社区家庭医生工作
站等处，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实地了
解我市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指标落
实情况。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调研
组对我市城乡养老服务工作取得的
成绩给予肯定，同时希望我市进一
步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完善工作机
制，不断提高社会力量参与，加快构

建城乡养老服务体系。
薛晓寒表示，我市将进一步提高

服务质量，消除各类安全隐患，给老
年人提供一个良好的晚年生活环境；
进一步推进医养结合持续发展，大力
发展“医养融合”式养老服务，推动我
市城乡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

据了解，近年来，我市着力打造
“以居家为基础、以社区为依托、以机
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
体系，有效提升了全市养老服务整
体水平。截至目前，全市共建成乡
镇敬老院13个、民办养老机构6家；
建设省标准化居家养老服务中心95
家、100个老年人助餐点、9个乡镇老
年活动中心、4个颐养示范社区。

扬州市人大常委会来邮调研城乡养老服务

决战四季度 全力保目标

随着连淮扬镇高速铁路开通运营时间的临近，高邮站、高邮北站以及高邮高铁综合客运枢纽建
设工程紧锣密鼓加快推进，目前已进入工程扫尾及配套设施完善阶段。

图为高邮站的巍巍雄姿。 张正清 葛维祥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翟亚钟）15日上
午，全市政法和信访干部第一期政
治轮训班开班。市委常委、政法委
书记李生出席开班仪式，副市长万
圣托主持仪式。

李生在开班仪式上指出，开展
政治轮训，是深化政法机关、信访部
门政治建设的关键举措，是提高政
法、信访干部政治能力素质的重要
方式，对于开创新时代政法和信访
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具有重要

的推动和促进作用。他要求参加培
训的同志要充分把握此次政治轮训
的机遇，以扎实的作风、务实的学
风，全面培养和提高政治能力、调查
研究能力、科学决策能力、改革攻坚
能力、应急处突能力、群众工作能
力、抓落实能力，确保首期轮训任务
圆满完成。

据悉，此次轮训为期两天，将对
参训人员进行市域社会治理工作、
信访工作、《民法典》等专题辅导。

政法和信访干部接受政治轮训

本报讯（通讯员 杨小丽 记
者 葛维祥）近日，开发区先后举
行了中节能20GW高效太阳能电
池智能制造项目签约仪式和扬州
航天数联科技有限公司5GWh锂
电池项目开工仪式，这两个工业
重大项目的落户与开工，不仅为
我市冲刺四季度工业经济目标任
务增添新的“引擎”和强劲动力，
而且为来年工业经济发展打下坚
实的基础。 这是我市“三区一镇”
等重点板块围绕市委市政府“冲
刺四季度、净增 100 亿”重要部
署，铆足干劲勇挑重担打头阵的
一个缩影。

今年以来，尽管受到新冠肺
炎疫情的影响，但是以开发区等

“三区一镇”为首的重点板块充分
发挥经济主阵地作用，铆足干劲、
勇挑重担、迎难而上，咬定目标不
动摇，实现稳中有进，呈现逐月向
好态势。1至9月份，“三区一镇”
累计实现开票销售448.4亿元，其
中，开发区、高新区、城南新区和
高邮镇分别实现开票销售215.5

亿元、130.1 亿元、49.3 亿元和
53.6 亿元，分别占全市 33.6%、
20.3%、7.7%和8.4%。

当前距年终仅剩两个多月时
间，为奋力冲刺全年目标，“三区
一镇”正围绕市委市政府“冲刺四
季度、净增100亿”的重要部署，
紧盯目标，各展所长，采取靠实措
施，奋力攻占全年目标“制高
点”。开发区出台了《关于进一步
支持工业企业加快发展的奖励政
策意见》，促进主导特色产业加快
发展，助力企业做大做强，并兑现
了2019年度惠企政策奖励1240
万元，极大提振了企业发展信
心。四季度开发区将大力促进秦
邮特钢、波司登制衣等总部经济
多开票、外埠税源多入库，加快晶
樱光电二期、胜帆电子等项目达
产达效步伐。高新区正在制定
《支持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意
见》，加大对工业企业的政策扶持
力度，通过下沉服务企业“六个
一”活动，鼓励企业开票应开尽
开、固定资产投资应报尽报。同

时，进一步突出主导产业招商，加
强对智慧照明产业链上下游优质
企业的招引，不断补链强链固链，
形成产业集群。城南新区围绕电
子信息主导产业，选优配强招商
力量，创新招商模式，突出长三
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地区，加大电
子信息产业专项政策推介，组织
企业申报第一阶段新区“暖企8
条”政策，预计发放各类奖励近
500万元。下一步，城南新区将持
续推动电子信息产业加快发展，
及时兑现政策，增强企业信心。
高邮镇近期组织开展了“政企同
心、时艰共度，你我同行、发展共
赢”主题活动，以专题讲座、企业
家座谈会形式，听建议、谋发展、强
信心。同时，强化四季度开票销售
单独考核，出台个性化鼓励工业企
业加快发展的奖励政策意见，充分
激发企业加快发展的内生动力。

咬定目标不动摇 勇挑重担打头阵

“三区一镇”铆足干劲冲刺全年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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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高邮市委 高邮市人民政府 主办 高邮市融媒体中心 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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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邮14℃-17℃
阴有小雨，偏东风转
偏北风3-4级。

因 线 路 检 修 ，

10KV营东线：10KV

营东线主干线108#杆

至123#杆、张平支线

01#-22#杆线路单复

双项目定于2020年

10月23日7时30分

至2020年10月23日

16时30分停电，特此

通知。

停电范围：
周巷社区、周巷

村、陈甸村、钱镜村、

双马村（原胡荡村）、

陈 甸 村 03#、06#、

12#、21#、22#变；胡荡

村 01# 变 ，钱 镜 村

03#、10#、15#变；周

巷村01#-26#变；国

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

司高邮市供电分公

司、胡荡村二里大沟

北排涝站、高邮市周

巷宏达米厂、高邮市

环宇汽车配件厂、周

临河南排涝站、姚宝

贵、临泽周临河站、周

临河卞庄排涝站、高

邮市临泽镇周巷村农

村社区股份专业合作

社、扬州市安阳米业

有限公司、苏沟排涝

站、张平东荡、扬州市

盛康畜禽有限公司、

周巷三阳河专变(高邮

市周巷镇周巷村村民

委员会)

因 线 路 检 修 ，

10KV营东线：10KV

营东线营东张平X49

开关迁移：主干线

103#杆开断、安装柱

上开关一台及其附属

设施项目定于2020

年10月23日7时30

分至2020年10月23

日12时30分停电，特

此通知。

停电范围：
周巷社区、周巷

村、陈甸村、钱镜村、

双马村（原胡荡村）、

陈 甸 村 03#、06#、

12#、21#、22#变；周巷

东菜场01#变，胡荡村

01# 变 ，周 巷 集 镇

01#、03#、05#18#、

22#变；钱镜村03#-

05#、10#、11#、15#、

21#变；周巷村01#-

26#变；高邮市祥盛制

衣厂、高邮市恒昌印

刷有限公司、国网江

苏省电力有限公司高

邮市供电分公司、胡

荡村二里大沟北排涝

站、高邮市周巷宏达

米厂、高邮市环宇汽

车配件厂、周临河南

排涝站、姚宝贵、临泽

周临河站、周临河卞

庄排涝站、高邮市临

泽镇周巷村农村社区

股份专业合作社、扬

州市安阳米业有限公

司、苏沟排涝站、张平

东荡、扬州市盛康畜

禽有限公司、周巷三

阳河专变(高邮市周巷

镇周巷村村民委员会)

因 线 路 检 修 ，

10kV卸杨线赵北支

线：将卸甲镇大庵村

15#变原100KVA配

变更换为 200KVA

配变，并更换高压侧

定于2020年10月23

日13时30分至2020

年10月23日17时30

分停电，特此通知。

停电范围：
大庵村、大庵村

15#变

高邮市供电公司
2020年10月16日

停电通知

本报讯（通讯员 林华鹏 韩彪
记者 文正）近日，在开发区江苏德
润科技有限公司，记者看到，两台

“身材苗条”的电动叉车正在灵活
地搬运货物。市供电公司工作人
员向前来参观的中环艾能公司相
关负责人推荐这款环保节能电动
叉车，该公司当场决定采购4台。

今年，市供电公司通过走访
重点企业，了解企业生产动态，发
现、开拓“电能替代”新市场。2月
份，在走访德润科技公司，时市供
电公司工作人员发现该企业使用
的12台柴油叉车有两台即将报
废，便建议其购买电动叉车，电动
叉车夜晚谷期充电时段电价只有

0.31元/每千瓦时。3月中旬，德
润科技公司采购了两台起重量
2000千克的电动叉车。“这款电
动叉车不仅体积小、操作灵活，更
重要的是节能环保。我测算了一
下，每台电动叉车按年工作时间
1000小时来计算，充电的电费不
到2000元，而每台柴油叉车的油
费需要2.8万元。我们打算明后
年将厂区的10台柴油叉车全部
替换成电动叉车。”德润公司电力
总监薛星介绍，与柴油叉车相比，
电动叉车还具有低噪音、无尾气
排放、操作性能好等优点。

据市供电公司营销部主任彭
汉清介绍，近期，扬州海艺新能源

有限公司等5家企业也相继购买
了电动叉车，他们为这些企业分
别建立了服务档案，并组织人员
及时上门服务指导。“如果我市境
内600家规模企业逐渐淘汰掉柴
油叉车而改用电动叉车，按每家
企业10台电动叉车、每台一天充
电电量30千瓦时、每年使用280
天来计算，预计每年可减少燃油
消耗2.2万吨，可减排二氧化碳等
温室气体10.4万吨。”彭汉清说。

电动叉车进工厂 环保节能又省钱

市供电公司开拓“电能替代”新市场 本报讯（通讯员 吴继原）经中
国成人教育协会专家组评审，全国
2020年度“百姓学习之星”155人
获奖名单揭晓，卸甲镇花阳村党总
支书记、卸甲镇禾丰农机专业合作
社“当家人”邱红星名列其中。据
悉，邱红星是此次扬州市唯一获此
殊荣者。

今年47岁的邱红星，自1996
年从事农机操作和维修工作以来，
在干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不断加强
业务知识学习，认真钻研各类农机
专业技术，先后多次参加全国、省、
扬州市、高邮市农机技能大赛并获
奖，曾获得“江苏省技术能手”“江
苏省五一创新能手”“江苏省乡土
人才三带能手”“江苏省企业首席技
师”“江苏省最美农机手”“全国技
术能手”等殊荣。

为提高周边群众的农机技能水
平，邱红星充分发挥“双带型”干部
示范作用，积极与市农机学校、卸甲
镇社区教育中心对接，联合举办多
期新型职业农民、插秧机操作工、农
机修理培训班，先后培训本村群众
256名。农忙期间，只要农机户机
械出现故障，邱红星和农机合作社
社员随叫随到，及时为农机户排忧
解难，并在维修过程中帮助农机手
掌握农机维修技能。

邱红星还以他领衔创办的扬州
农机技能名师工作室、扬州市技能大
师工作室、劳模创新工作室为平台，
积极实施传帮带，先后培育农机修理
工30名，并取得高级工职业资格等
级证书。在合作社服务过程中，邱红
星不拿社员分文，时刻不忘做为民服
务的新时代农机技能标兵。

邱红星成全国“百姓学习之星”

本报讯（通讯员 徐凤勇 陈宏
明 记者 东方）15日下午，我市举
行汤智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市委
常委、政法委书记李生，市政协副主
席周启泉等参加活动。

汤智现任市人民检察院第二检
察部主任、检察官、检察委员会委
员。从检11年来，他扎根基层办案
一线，忠诚履职，勤勉敬业，两次荣
立三等功，先后获评扬州市“十佳公
诉人”、扬州市“优秀青年检察干
警”、“江苏省十佳公诉人”和“全国
十佳公诉人”。

报告会上，汤智用感恩、用心、
坚持三个关键词分享了自己的宝贵
经验，他的两位同事深情地讲述了

他的先进事迹。
李生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政法机关

各项工作所取得的成绩。他要求，广
大政法干部要胸怀大局，坚决提高政
治站位，全力服务社会经济发展；要
立足岗位，忠实履行法定职能，全力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要牢记使命，深
入践行为民理念，全力保障人民安居
乐业；要不忘初心，全面落实从严治
党，全力打造忠诚执法队伍。同时，
李生勉励汤智再接再厉，再创佳绩，
并号召大家学先进、争先进、做先进，
谱写全市政法事业发展的新篇章。

会前，市政法委相关负责人宣
读了《关于开展向汤智同志学习的
决定》。

我市举行汤智先进事迹报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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