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线路计划检修, 10kV
宾西125线：配网工程计划定于
2022年8月18日7时30分至
2022年8月18日11时00分停
电，特此通知

计划停电范围：
高邮镇湖滨村、湖滨穿乡

路、高邮镇大桥村04#、05#变、
湖滨村 04#、05#变，新民村
03#、04#、06#、07#变，珠湖村
03#、04#、10#变；高邮市交通工
程建设指挥部（路灯）、高邮市入
江水道管理处（王港闸）、高邮市
入江水道管理处（庄台闸）、湖滨
北大站、S333路灯1#、S333路
灯2#。

因线路计划检修, 10kV
德塘114线：配网工程计划定于
2022年8月15日6时30分至
2022年8月15日10时30分停
电，特此通知

计划停电范围：
送桥镇郭集郭集村、送桥

镇郭集郭集村04#变
因线路计划检修, 10kV

回镇126线：配网工程计划定于
2022年8月15日7时30分至
2022年8月15日13时30分停
电，特此通知

计划停电范围：
菱塘乡菱塘村、团结东路、

菱塘村
因线路计划检修, 10kV

送南142线：配网工程计划定于
2022年 8月 8日 7时 30分至
2022年8月8日10时00分停
电改期为2022年8月16日7时
30分至2022年8月16日10时
00分，特此通知

计划停电范围：
送桥镇居委会、扬州市盛

韬市政配套设施有限公司
因线路计划检修, 10kV

卸奔112线：配网工程计划定于
2022年8月14日7时00分至
2022年8月14日12时30分停
电，特此通知

计划停电范围：
周邶墩村、龙奔村、卸甲镇

口河村08#变、卸甲镇口河村
10#变、卸甲镇口河村14#变、卸
甲镇口河村12#变、卸甲镇口河
村21#变、卸甲镇口河村22#变、
卸甲镇口河村26#变、卸甲镇华
东村09#变、卸甲镇华东村10#
变、卸甲镇华东村17#变、高邮
市青松机械配件厂

因线路计划检修, 10kV
新沟115线：配网工程计划定于
2022年8月16日6时00分至
2022年8月16日12时30分停
电，特此通知

计划停电范围：
阳光小区、捍海路、镜花路、

高邮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高邮市城市排水管理处、扬州市
华海冷拉型钢机械有限公司、高
邮市通富***料有限公司、扬州
市邮谊工具制造有限公司、高邮
市如来庵、路灯管理所、金阳光
1#箱变、金阳光2#箱变、金阳光
外环路01#变、阳光小区1#变、
黄渡村06#变、黄渡村27#变、黄
渡村28#变、黄渡村29#变

因线路计划检修, 10KV
轩红112线：配网工程计划定于
2022年 8月 5日 7时 00分至
2022年8月5日15时00分停
电改期为2022年8月25日7时
00分至2022年8月25日15时
00分，特此通知

计划停电范围：
龙腾村、大树村、龙虬镇龙

腾村11#变、龙虬镇大树村05#、
07#、08#、11#、15#、19#、20#
变；龙虬镇一沟路01#变、龙虬
镇一沟村08#变、一沟村排涝
变、高邮市龙虬镇大树村村民委
员会、大树村排涝站、大树村排
涝变、高邮市供电公司

因线路计划检修, 10kV
轩辉141线：配网工程计划定于
2022年 8月 8日 5时 30分至
2022年8月8日13时30分停
电改期2022年8月23日5时
30分至2022年8月23日13时
30分停电，特此通知

计划停电范围：
兴南村、江苏永辉资源利

用有限公司、江苏永吉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江苏乾汇和环保再生
有限公司、高邮市环创资源再生
科技有限公司（250KVA）

因线路计划检修, 10KV
轩虬115线：配网工程计划定于
2022年8月18日7时30分至
2022年8月18日13时00分停
电，特此通知

计划停电范围：
龙潭村、龙虬镇龙潭村12#

变、龙虬镇龙潭村09#变、龙虬
镇龙潭村21#变、龙虬镇龙潭村
08#变、龙虬镇龙潭村04#变、龙
虬镇龙潭村14#变

因线路计划检修, 10KV
周谊116线：配网工程计划定于
2022年8月18日7时30分至
2022年8月18日12时30分停
电，特此通知

计划停电范围：
白马村、兴南村、兴北村、龙

虬镇白马村06#变、龙虬镇白马
村07#变、龙虬镇白马村09#
变、龙虬镇白马村12#变、龙虬
镇白马村15#变、龙虬镇白马村
25#变、龙虬镇白马村41#变、龙
虬镇白马村42#变、龙虬镇白马
村43#变、龙虬镇兴南村17#变、
龙虬镇兴北村01#变、龙虬镇兴
北村12#变、龙虬镇兴北村16#
变、龙虬镇兴北村21#变、高邮
宏达制衣厂、高邮市龙虬镇兴北
蛋鸡场、高邮市定功面粉厂、兴
北村通荡泵站

高邮市供电公司
2022年8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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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大常委会党组
4日上午，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

大会议，传达学习市委十二届三次全会精
神。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张秋红
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潘
建奇、李生、王薇，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
王永海参加会议。

张秋红要求，要增强“学深悟透、入脑
入心”的思想自觉。深刻领会市委对高邮
发展的总体谋划和战略牵引，进一步明晰
贯彻落实全会精神的思路举措和方法路
径。要增强“学以致用、知责担责”的行动
自觉。围绕“聚焦江苏绿心、加快中部崛
起”总目标，切实把全会精神转化为“聚力
绿心打造、全力攻坚突破”的强大动能和
工作合力，转化为高度自觉的履职担当、
立足岗位的具体行动。要增强“学而有
为、廉洁自律”的政治自觉。全面加强党
的领导，深化全面从严治党，增强党建工
作的针对性、实效性，不断增强机关党组
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同时，要围
绕全会提出的提升统筹能力、研究能力、
攻坚能力、处突能力、落实能力要求，加强
完善机关干部队伍建设，进一步提升人大
干部的履职能力和工作水平。

市委宣传部
3日下午，市委宣传部召开集中学习

会，专题传达学习市委十二届三次全会精
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杨文喜主持会
议。

会上，杨文喜要求，宣传系统要认真

学习贯彻会议精神，围绕市委、市政府的
决策部署和工作要求，确保各项工作落细
落实落到位。要坚持聚焦主线，组织开展
好各项宣传活动，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
十大胜利召开；要坚持争先进位，对标对
表任务要求，确保宣传工作保持在第一方
阵；要坚持服务大局，全面对外唱响高邮
好声音。

市委政法委
4日下午，市委政法委传达学习市委

十二届三次全会精神。市委常委、政法委
书记王怀忠参加会议。

会上，王怀忠要求，要全力做好服务
保障工作，加速推动党的二十大安保维稳
方案实施，深入推进“四个专项行动”；要
全力做好突出问题攻坚化解，高度重视稳
定安全问题，落实整改措施；要全力做好
高质量考核工作，扎实推动政法工作高质
量发展，有重点、有节奏推进好下半年各
项政法工作，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营造
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市委办
4日，市委办公室召开专题会议，传

达学习市委十二届三次全会精神。
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定政

治忠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
义，将身处市委中枢机关强烈的自豪感、
荣誉感、责任感，切实转化为服务高邮现
代化建设的实际行动。要加强学习研
究。紧扣“聚力绿心打造、全力攻坚突

破”，善于运用系统思维、逻辑思维，从经
济、社会和科技发展的规律去把握必然、
看清大势，在实践历练中不断提升统筹、
研究、攻坚、处突和抓落实能力，为领导科
学决策当好参谋助手。要增强责任意
识。紧紧围绕“服务领导、服务乡镇部门、
服务企业、服务基层、服务群众”，倡导低
调务实、真抓实干，当好市委的“坚强前
哨”和“巩固后院”。

市政府办
3日下午，市政府办公室组织全体干

部职工传达学习市委十二届三次全会精
神。

会议明确，要深入学习，激发动能。
通过深入学习全会精神，解放创新干事创
业的思想观念，不断提高抓好经济工作的
专业能力，持续激发全体干部担当担责、
主动作为的强大动能。聚焦目标，狠抓落
实。进一步发挥司令部、参谋部、督察部、
后勤部作用，分解工作任务、细化节点目
标、压实工作责任，确保干一件成一件。
转变作风，提高能力。坚决树牢服务理
念，全面提升办文、办事、办会能力水平，
提高服务保障能力；坚决加强作风建设，
提高机关形象活力，加强能力锻炼，建设
高素质干部队伍，为加快建设“强富美高”
现代化新高邮作出应有的贡献。

全市上下迅速掀起学习贯彻全会精神热潮
本报讯（通讯员 赵国海 记者 赵

妍东方）3日上午，苏州市政协副主
席王竹鸣一行来邮，调研历史文化
名城保护和有机更新工作。扬州市
政协副主席宫文飞，我市政协主席
徐永宝、副主席张拥军和市政协秘
书长仇家春等陪同调研。

王竹鸣一行先后来到盂城驿、
北门城墙遗址公园、汪曾祺纪念馆
等处，对我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旅
游业发展及历史文化街区规划等方
面进行了详细了解，并对我市历史
文化名城保护工作给予高度评价。
王竹鸣表示，高邮在历史文化名城
保护和更新方面的工作值得学习、
思考和借鉴，将加强苏州和高邮双
方的交流，并结合实际，进一步推动
当地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和有机更新
工作。

徐永宝对苏州市政协一行来邮
表示欢迎。他说，这是一次增进友
谊的良好契机，希望对方来邮多走
走、在邮多看看，共同挖掘文化内
涵，立足本地实际，更好发挥历史文
化资源优势。他表示，在今后工作
中，将进一步加强双方沟通联系，相
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推动两地政
协工作再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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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李文朝 秦婧钰 记者
葛维祥）3日晚，爱在七夕节 献礼二十
大——三垛镇第九届“秦观故里话七夕”
艺术节专场文艺晚会在该镇文化中心礼
堂精彩上演。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杨文
喜，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曹伟伟，副市长
周启泉、周伟、张磊等与三垛镇各村（社
区）群众代表一同观看了演出。

晚会在镇机关工作人员表演的大合
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走向复
兴》中拉开序幕。歌舞《三垛，把七夕的歌
儿唱响》、词演唱《鹊桥仙》用动听的歌声
和形象的表演诠释爱情的真谛；穿越小品
《三垛，你好吗？》、音诗画《我是党员我先
上》、广场舞《舞动三垛》用多样的表演形
式演绎了在一代代人的接力奋斗下，三垛
这片烈士鲜血染红的土地发生的翻天覆
地变化；配乐朗诵《爱是一首歌》讲述了高
邮市第八届道德模范王巧林用三十年如
一日的坚持诠释了什么是爱与责任；音乐
快板《文明典范一齐来》，用接地气的方式
呼吁大家从自己做起、从小事做起，讲文
明话、办文明事、做文明人，为创建全国文
明典范城市贡献力量。歌伴舞《三垛美》

将晚会推向高潮；晚会在歌舞《我在三垛
等你》中落下帷幕。

据了解，三垛镇借助七夕这个传统
节日平台，举办专场文艺晚会，旨在深入
贯彻落实市委十二届三次全会精神，为
推进“以文化人、以文塑城”添砖加瓦，为
高邮创建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增光添彩，

进一步激发全镇上下为“聚焦江苏绿心、
加快中部崛起”作出三垛贡献，以饱满的
热情和昂扬的姿态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
召开。

第九届“秦观故里话七夕”艺术节专场文艺晚会举办

（上接1版）努力悟原理、明方向、强动力、学方法，提
高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认真
落实好“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
重大要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攻坚突破的工作
举措和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
召开。

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持续加强对RCEP的
学习研究，强化实务培训和政策指导，让企业和园
区了解规则、吃透规则、运用规则，积极参与产业链
供应链重构，更有针对性地抓好开放型经济各项工
作。要抢抓RCEP新机遇，努力在高水平开放载体
建设、国家文化出口基地申报、港口建设、区域联动
发展等方面取得更大突破，指导企业运用跨境电
商、海外仓等外贸新业态新模式扩大对外开放，奋
力完成全年开放型经济目标任务，为全市经济高质
量发展积蓄新动能。

我市组织收看收听扬州市委
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报告会

张利督查文明典范城市创建工作
（上接1版）要通过文明创建，逐步提升基础设施建
设维护水平和市民群众的文明素养，以有效的举措
深入推进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创建工作。

张利强调，要严格对照创建全国文明典范城市
指标体系，以更严的标准，下更大的决心，用更硬的
措施，围绕创建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
节，全面加强整改落实，真正形成攻坚态势。要充
分发动群众、紧紧依靠群众，进一步加强教育引导，
加大宣传力度，充分发挥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和创
造性，全面提高群众的关注度、知晓度、参与度、满
意度。

聚力绿心打造 全力攻坚突破
认真学习贯彻市委全会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