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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黄霏霏）22日上午，市
委书记张利率市委办、应急管理局、工信
局、消防救援大队、开发区、高邮镇主要负
责人调研安全生产工作。市委常委、副市
长李深红参加调研活动。

调研中，张利一行先后来到开发区的
扬州华盟电子有限公司、高邮镇的江苏华
润电缆股份有限公司，深入企业生产车
间、危化品存储场所、危险废物仓库，了解
企业安全设施运行和维护情况，危化品出
入库管理以及危废品处理情况，叮嘱企业
负责人要切实加强危化品管理，做好日常
安全运营，坚决消除各类安全隐患，真正
做到防患于未然。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张利听取了
全市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报，对取得的成
绩表示肯定。张利强调，要牢牢扛起政治
担当。维护安全和稳定是当前工作的重

心之一，决不能掉以轻心，相关部门要有
“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以过细的作
风、严谨的态度、有力的手段切实抓好全
市安全生产工作，以良好的安全环境迎接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要层层推动责任
落实。要把“三个责任”作为推动全市安
全生产工作的“牛鼻子”“总抓手”，结合此
次节前安全生产大检查，针对重点分管领
域、重点部位，开展解剖式、分析式、回顾
式的安全检查，切实推动领导责任的“回
头看”和真正的有效落实；要通过精准执
法、运用经济手段推动企业更加有效、全
面地落实主体责任；安委办要发挥好统筹
协调、牵头抓总的作用，选派精兵强将充
实到安全监管队伍，既要履行好自身工作
职责，更要在面上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全
市安全生产工作上台阶、上水平。

张利要求，要紧紧抓住工作重点。要

坚持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大灶”圆
满收官和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的
工作主线，以强有力的监管和执法来推
动隐患的整改和问题的消除；行业领域
的重点工作要结合我市的实际情况，多
方责任主体要高度重视、逐一压实，下
大力气整治“厂中厂”问题，同时吸取当
前外地安全事故的教训，坚决杜绝危旧
房坍塌、燃气爆炸、民居火灾等安全事
故的发生；要以执法为工作的中心，实
施“局队合一”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着力
提升安全监管执法水平。要处处体现
安全氛围。创新宣传方式和理念，树立
安全执法人员典型、专家服务典型、企
业主体责任落实典型等，增强个人和企
业的荣誉感和获得感；要综合运用不同
的宣传手段，在全社会营造安全氛围，
增强全民安全意识。

张利调研安全生产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盛莉 国海 记

者 东方）21日，市政协十四届四次
常委会召开，专题协商“坚持文旅融
合，打造运河文化高邮标识”这一
议题。市政协主席徐永宝，市政协
领导张贵龙、钱富强、张拥军、孙禹
文和市政协秘书长仇家春出席会
议。副市长周启泉应邀参加会议。

会上，徐永宝要求，要聚焦融合
发展，彰显运河名城魅力，打造城市
新名片。要深入挖掘优质文旅资
源，提升文旅内涵；探索文旅产业融
合跨界，释放“1+1>2”效应；搭建文
旅产业价值网链，优化文旅产品供
给。要聚焦活动组织，蓄养运河名
城气韵，增强文旅市场活力。要以
活动为契机，提升对外宣传影响力；
大力开发文创产品，创新旅游营销
方式；扩大营销覆盖面，构建优质旅
游产品体系。要聚焦合作引进，展
呈运河名城神采，推动资源转化资
本。要加大对外招引合作，在文旅
消费结构上求突破；加大招商引资
力度，在文旅产业升级上求突破；
培育文旅龙头企业，在文旅重大项
目提升上求突破。

徐永宝还就提案办理工作和
当前政协重点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周启泉表示，要敢为人先、时不我待，高起点谋
划运河文化中的高邮标识；要全面保护、重点突破，
高标准打造运河文化中的高邮亮点；要集思广益、
内外兼修，高水平凝聚运河文化中的高邮智慧。

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我市“坚持文旅融合，
打造运河文化高邮标识”建设情况通报和市政协专
题调研组、3个调研小组调研情况汇报；与会人员围
绕会议议题进行了分组讨论，提出意见建议，并协
商通过有关人事事项和有关制度文件。会前，与会
人员一同视察了车逻闸、南关坝和明清运河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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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孔令玲）21日下午，我
市组织收看收听扬州市疫情防控视频调
度会议。市委副书记、市疫情防控工作指
挥部第一副总指挥郑志明在邮分会场收
看收听。

会议强调，各地要坚决贯彻落实“疫
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重
大要求，统一思想，集中精力，落实责任，
坚决守牢疫情防控底线。要高度重视省
外旅居史返扬来扬人员排查管理，发挥微
网格员、机关志愿者作用，落实落细防控

措施，坚持防在前、管到位。要加强核酸
筛查和重点人群核酸检测，常态化追阳小
分队和流调专班要进入备战状态，随时参
与应急处置。要强化一线防控人员培训，
统一布置，深入基层，开展全面规范的业
务培训，同时加强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建
立追究问责机制，全面守住疫情防线。

扬州视频会议结束后，郑志明就我
市当前疫情防控工作进行再部署、再强
调。他要求，要将省外来邮返邮人员排
查管控工作作为当前第一要务，落实责

任，加强巡查，确保风险人员排查管控到
位，真正管起来、控起来，切实筑牢“外防
输入”防线。药店、商场等重点场所要严
格落实防控要求，规范张贴“扬城扫码
通”，落实扫码测温要求，压紧压实各方
责任，充分发挥哨点预警作用。要着力
提升应急处置能力，追阳小分队和流调
专班要充分做好准备，做好“平时、战时”
切换，制定应急处置预案，开展应急演
练，以演备战、以练促能，全面筑牢疫情
防控稳固防线。

我市收看收听扬州市疫情防控视频调度会

本报讯（记者 葛维祥 通讯员 朱婧）21日下午，
扬州市副市长汤卫华来邮，专题调研重大制造业项
目建设。我市副市长史美山陪同调研。

汤卫华一行先后实地走访了金海铸造高端精密
铸造项目、中环半导体8GW电池片生产项目、同翎
新能源TOPCON高效电池项目、江苏智纬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5G高精密集成线路板项目、江苏卓宝智造
科技有限公司电子元器件制作项目，详细了解项目进
度，勉励企业要充分利用好最新惠企政策，加快项目
建设进展。他强调，要全力推进项目招引，用好基金
招商手段，实现政府、企业双赢；突破项目开工障碍，
加速手续办理，推动项目应开尽开、应开快开；切实加
强项目要素保障，充分利用用地要素保障、设备购置
贷款贴息、专项再贷款、投贷联动等政策利好，全力满
足项目用地、用能、资金等方面的需求。

汤卫华来邮调研重大制造业项目建设

本报讯（记者 郭萌）19日下午，我市组织收看
收听全省“数字人大”建设工作会议。市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潘建奇等在邮分会场收看收听。

会议要求，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
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关于全过程
人民民主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中央及省委人大工
作会议精神，准确把握建设的目标任务，把满足用
户需求作为立足点，把应用场景建设作为结合点，
把数据汇聚共享作为着力点，把安全可靠运行作为
关键点，力求做到能用好用管用真用。

会议强调，要按照项目建设进度安排，加强领
导，专班运作，高位协调，提高工作组织程度，分层分
级压茬推进，确保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要密
切协同、合力推进，形成推进“数字人大”建设的良好
氛围。要建管并重、注重运维，构建全省人大上下贯
通、分级负责的运维保障体系。参建单位要提高政
治站位，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优势、经验优势和组织体
系优势，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努力把江苏“数字人
大”项目打造成为展现企业综合实力的标志性工程，
成为全国人大系统信息化建设的样板工程。

我市收看收听省“数字人大”建设工作会

□ 记者杨晓莉

初秋时节，天朗气清。俯瞰高邮大
地，路网密织，楼宇林立，一幅天蓝、水清、
地绿、宜居宜业的文化文明相辉映的美丽
新画卷尽收眼底。

十年来，高邮乘势而上、笃定前行，用
工匠精神打造宜居宜业城市，用绣花功夫
提升市民幸福指数。我们欣喜地看到，基
础设施建设不断推进，骨架路网快速拓
展，市政功能逐步完善，人居环境不断优
化……

“东扩西进”拉框架 ，激活城市新活力

全长358米，双向六车道，设计车速
50公里/时，这是贯通沿河两岸的武安大
桥的“ID”。今年6月30日，建成通车的
武安大桥飞架城市东西。

回望高邮城市发展历程，十年前，我
市城市建成区面积仅有10平方公里。党
的十八大以来，全市上下大力实施“东扩

西进”战略，不断加快城区老旧道路改造
提升和城东片路网建设步伐，城市中心区
域从原先的文游路延伸至国道233。如
今，城市建成区面积已达30平方公里，比
十年前整整扩大了三倍，城市框架大气魄
拉开。

随着城市“东扩”战略的逐步推进，东
部新城重点规划打造了高铁客运枢纽中
心、文体中心、生态中心、商业中心、公共
管理中心和医教中心等“六大中心”，聚集
了人气、商气、财气。

十年嬗变，邮城不断长高、长大、变
美。宽阔的道路，畅通先进要素汇集的
渠道；清澈的河流，激活滨湖小城鼓荡
的血脉；栉比的楼群，承载百姓安居乐
业的梦想。从体育馆到小区公园、文体
公园，全民健身蓬勃兴起；从北海商圈
到世贸、吾悦商圈，三产服务活力四
射。

“双十”工程惠民生，千年古城展魅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市委市政府将“人
民至上”镌刻在城市发展坚实步伐中，书
写在城市街头巷尾生动表情里。

十年来，我市遵循“建设新城、改造旧
城、保护古城”总体思路，将“关注民本民
生，实施民心工程”镌刻在城市建设治理

的每个细节上、每个基因里。投资1250
亿元大力实施城建“双十”重点工程，推进
老城区城市更新，优化东部新城环境打
造，千年古城魅力无限。全市22个老旧
小区实施综合整治，房屋由“旧”到“新”、
道路由“堵”到“疏”，旧小区焕发新活力；
城区595条后街后巷实施改造，群众居住
环境、出行条件明显改善；实施棚户区改
造7500户，建设安置房4800套；陆续新
建、改造农行南侧公共停车场、蝶园广场
公共停车场、南海中学南侧停车场等，缓
解城区停车难问题……

十年来，我市城市建设既“喜新”也
“念旧”，对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遗存周边
进行整治和修缮，相继实施了盂城驿周边
一期二期工程，市河一期二期工程，中山
南路街面整治等；先后共投入5亿元用于
古城民生工程，高邮成功创成国家历史文
化名城。

绿化美化添幸福，精细管理提品位

“健身器材、塑胶跑道……小区门口
的‘口袋公园’不仅风景美， （下转2版）

宜居宜业展新颜宜居宜业展新颜
————““非凡十年非凡十年””系列报道之城市建设篇系列报道之城市建设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