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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晓莉）7日下午，市
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杨文喜
率队前往金桥路、高公桥路、高公花苑小
区、花湾路等处，就城区弱电线路专项整
治工作开展专题调研并现场办公，同时
针对专项整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下一
步工作重点召开座谈会，对该项工作进
行再部署、再要求。

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我市今
年重点对开发区、城南新区、高邮镇的20
个社区和城中村（住宅小区、独栋楼、主
次干道、背街后巷、群众自建房等）范围

内的内外墙飞线、机箱破损、管线杂乱等
突出问题进行整治。目前，专项整治工
作正有序推进，南海社区已整治第一、
二、三网格；琵琶社区已整治第一、二网
格；月塘社区已整治第一网格；水部楼社
区已整治第一、二网格。

杨文喜要求，思想上要高度重视，
充分认识全国文明城市常态长效建设
中弱电线路整治工作的重要性，切实加
大对范围内的内外墙飞线、机箱破损、
管线杂乱等突出问题整治力度；排查上
要全面过细，认真深入排查范围内乱牵

乱挂、私拉乱接的弱电线路等突出问题
状况，确保排查到位、整治到位；行动上
要快速到位，将本月作为专项整治行动
突击月，按照时间节点，抓好各关键环
节，全力做好专项整治工作；责任上要
压紧压实，明确专人负责、专班推进，部
门、乡镇（园区）之间加强配合，协调解
决实施中的矛盾和问题；管理上要常态
长效，排定任务计划表，抓细抓实常态
整治和长效管理，不定期组织“回头
看”，巩固整治工作成果，推进全国文明
城市常态长效建设。

市领导专题调研城区弱电线路整治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韩瑛 记者 杨晓莉）
中共一大、南昌起义、红军长征、百团大
战、开国大典……日前，记者走进周山镇
采访时发现，镇区主干道上，老百姓房屋
墙面变成了一面面党史文化墙，形象生动
地再现了党的光辉历史，开辟了全镇上下
党史学习教育新阵地。

周山镇是革命老区，这里长眠着以
周山烈士为代表的二百多名革命志
士。为进一步弘扬革命精神、传承红色
基因、建设幸福周山，自党史学习教育
开展以来，全镇上下开展系列学党史活
动，引导广大干群学史明理、学史增信、
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不断推进党史学
习教育深入开展。与此同时，周山镇还
不断开辟党史学习新阵地，特邀请专业
人员在澄营线周山境内老百姓沿街的
房屋墙面上，绘制系列党史文化墙，图
文并茂地展示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
再次掀起全镇党史学习热潮，让党史学
习“活”起来。

据悉，系列党史文化墙共有48个版
面，以高邮特有景色为背景、周山烈士形
象为元素开启整条道路红色记忆篇章。

从中共一大——中国共产党诞生到南昌
起义——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枪，从枪杆子
里面出政权到秋收起义——毛泽东领导
的武装起义，从抗日战争胜利到解放战
争，从三大战役到开国大典……一面面党
史文化墙详细记录着中国共产党在民主
主义革命时期完成救国大业，从苦难走向
辉煌的光辉历程。

一面面“党史文化墙”，构筑了一道
亮丽的“红色风景线”，吸引着过往行人
驻足观看学习。周山镇党员干部和群众
纷纷表示，文化墙集中展示了党史文化，
让大家以最质朴和直观的形式重温红色
历史、接受红色教育、传承革命精神，在
潜移默化中深化了对党的认识和对国家
的情怀。

周山手绘周山手绘““党史文化墙党史文化墙””开辟党史学习新阵地开辟党史学习新阵地

本报讯（记者 翁正倩）9日下午6时15分，随着
最后生物科目考试结束，江苏省2021年高考画上句
号。记者从市教体局获悉，高考结束后，将进入紧张
的阅卷环节。高考成绩预计6月25日前公布，考生
可通过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公布的查询渠道查询成
绩，考试成绩只通知考生本人。

据了解，今年我省仍实行两个阶段的志愿填报：6
月中旬（具体时间待定），全省将组织模拟填报志愿，帮
助考生熟悉志愿填报系统。本科院校志愿填报时间：6
月27日至28日预填报；6月29日至7月2日正式填
报。专科院校志愿填报时间：7月25日至26日预填
报；7月27日至7月28日正式填报，考生务必按规定时
间填报。此外，高考结束后，广大考生务必关注志愿填
报和各阶段录取信息公布，在录取工作开展期间尽量
不要外出，保持报名时填写的通讯方式畅通。

3244名考生顺利完成高考
成绩预计6月25日前公布

本报讯（记者 杨晓莉）9日下午，上海松江区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许复新带队来邮，专题考察我市乡
村振兴战略实施情况。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赵广华
陪同考察。

近年来，我市紧扣乡村振兴总体要求，突出重
点，有的放矢，取得较好的乡村振兴战略实绩。
2020年，我市获评乡村振兴实绩考核县级年度重点
任务完成第一等次。

在邮期间，考察组一行先后察看了扬州大学生
态智慧牧场、高邮萌宠现代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等处，详细了解各考察点的建设与发展情况。考察
组一行对我市取得的成绩表示赞赏，认为我市大力
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把产业发展作为乡村振兴
的强力推手，特色农业产业发展健康有序，工作中有
亮点有特色，许多好的经验与做法值得借鉴与学
习。许复新表示，将把在高邮学习到的好经验、好做
法带回去，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同时，他希望高邮、
松江今后多沟通、常联系，进一步加强合作，互相取
长补短，推动两地共同发展。

赵广华希望许复新一行来邮多走走、在邮多看
看，为高邮经济社会事业发展多提宝贵意见和建
议。同时，加强两地沟通与联系，互相学习、互通有
无，共同进步。

上海松江区人大领导来邮考察

本报讯（记者 郑杰）9日上午，
扬州海关“宣讲好政策 服务好地
方”高邮行活动举行，给我市带来
海关最新惠企政策。 扬州海关关
长唐仁军致辞。市长张利主持活
动，副市长王永海参加活动。

张利指出，在扬州海关的关心
支持下，近年来，我市开放型经济
发展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对外贸
易、服务贸易、跨境电子商务等重
点工作成效显著，对外开放新格局
正在加速形成。

张利强调，我市要围绕国内国
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找准方向路径，做大进出口贸易总
量投资；要精准把握政策的新变
化、新趋势，做到有的放矢、心中有
数。 此次宣讲，能让各企业更准确
研判形势，全力抓好进出口贸易工
作，不折不扣完成各项目标任务。

唐仁军致辞时说，目前“高邮
籍”海关高级认证企业已有2家、一
般认证企业18家，扬州海关将主动
作为、靠前服务，落实企业政务服务
专员制度，当好“店小二”，并建立

“企业问题清零”长效机制，让海关
的执法更有温度、服务更接地气。

宣讲现场，扬州海关相关科室
负责人就信用认证、税收优惠等最
新政策作了精心辅导，引导企业用
足用好海关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守
法经营，降低试错成本。

政策宣讲结束后，扬州海关一行人员还赴传艺
科技公司进行走访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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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孔令玲）9日下午，市委
书记韦峰带队赴龙虬镇，专题调研“四河
四路”乡村振兴先导区建设情况。他强
调，要保持主动作为的姿态，树立靠前服
务的意识，进一步压实各方责任，加速推
进“四河四路”乡村振兴先导区建设。市
领导郑志明、王薇、马舟参加调研。

韦峰一行首先实地调研了三角地块
项目、乡村振兴网红驿站项目、高邮市食
品产业园、龙发集中居住区、合作社部落、
乡村振兴“1号路”景观绿化工程、高邮虾
产业园等在建项目现场。调研中，韦峰仔
细听取项目情况汇报，对各个项目分别提
出了具体要求。

随后，韦峰主持召开调研座谈会。在
听取了各方面汇报后，韦峰充分肯定了各
部门、乡镇所做的各项工作。他指出，自

“四河四路”乡村振兴综合试验区建设启
动以来，“四河四路”乡村振兴先导区面貌
发生了显著变化。各项工作推进有力有
序，先导区正朝着打造成为乡村振兴试验

区“高邮样板”稳步前进。
韦峰要求，各部门、乡镇园区要高度

重视，全心投入，创新思路，破解难题。
相关部门要按照上级要求，尽快调整建
设规划，同步推进龙虬庄国家考古遗址
公园项目建设。要高起点规划高邮市食
品产业园，根据行业特点，预留项目空
间，严把项目准入关，学习外地经验做
法，做精做优食品产业园。要与科研单
位积极配合，完善基础设施，加强要素保
障供给，发挥罗氏沼虾产业园示范引领
带动作用。

韦峰强调，要保持主动作为的姿态。
“四河四路”领导小组办公室要继续倾注
人力、精力、财力，抽调精干力量，加速推
进“四河四路”乡村振兴先导区建设；市
农发公司和龙虬镇要密切配合，精诚合
作，求同存异，顾全大局。要树立靠前服
务的意识。主要领导要高度重视，亲自
调度，加速推进“四河四路”乡村振兴先
导区建设，尽快出成绩、出成果，为全市

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要进
一步压实各方责任。抽调有经验和专业
背景的年轻干部，充实队伍力量；按照任
务清单，明确专人，落实责任；向上争取
项目、资金要与“四河四路”乡村振兴综
合试验区内项目高度契合，共同努力，干
出样子，干出成绩。

市委副书记郑志明要求，要牢固树立
机遇意识，行动要进一步提速；要牢固树
立大局意识，资源要进一步集聚；要牢固
树立精品意识，亮点要进一步打造；要牢
固树立创新意识，系统要进一步集成；要
牢固树立安全意识，操作要进一步规范。
努力加快实现“四河四路”乡村振兴先导
区从“一张白纸”到示范样板的精彩蝶变。

会上，“四河四路”领导小组办公室、
龙虬镇、市农发公司分别汇报了相关工
作并提出意见建议。与会部门就相关意
见建议进行了现场回应。与会人员还集
中观看了“四河四路”乡村振兴先导区宣
传片。

韦峰调研“四河四路”乡村振兴先导区建设情况时强调——

主动作为 靠前服务 压实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