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更好服务企业，进一步
提升优化营商环境，9月8日下
午，菱塘乡召开“喜迎二十大、
欢度中秋节”企业家座谈会，与
企业家代表共庆佳节、共叙友
谊、共谋发展。

会议通报了今年以来全乡
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党委政府相
关重点工作事项及下步打算，并
对前期企业家座谈会上收集的
意见建议推进落实情况一一作
了回应，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
有回音”。

企业家们表示，虽然疫情使
企业生产经营受到了一定的影
响，但党委、政府助企纾困的各
项举措让他们倍感温暖、备受鼓
舞，对今后的发展充满信心。

在仔细聆听企业家发言后，

乡党委书记陈烨与企业家进行
了深入交流。他充分肯定了全
乡企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所作
出的突出贡献。他表示，服务企
业没有最好，只有更优，要把服
务企业牢牢地放在工作最重要
的位置，要在提升效率、提升担
当、提升能力上下功夫，讲实
话、办实事、谋实着，坚持政策
落实“零障碍”，坚持服务企业

“零距离”，坚持违法违规“零容
忍”，不断提高服务保障水平，
持续增强企业家获得感幸福
感，合力扛起争当高邮“聚焦江
苏绿心，加快中部崛起”排头兵
重大使命，让营商环境的不断
优化成为实现“个十百千”总目
标的持久动力，以实际行动迎
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菱塘举行企业家座谈会——

共庆佳节 共叙友谊 共谋发展

9月 20日下午，菱塘回族
乡召开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会
议。乡党委副书记、乡长、疫情
防控指挥部总指挥李克云出席
会议并讲话，乡党委副书记、政
协工委主任乔元江主持会议，
在菱乡级领导班子成员及各村
（社区）、各办局主要负责人等
参加会议。

会议传达了扬州市疫情防
控点调会会议精神，部署了当
前疫情防控重点工作。

李克云要求，要时刻绷紧
疫情防控这根弦，切实转变作
风、压实责任，全力打好打赢疫
情防控攻坚战。责任要再压
实。树牢系统思维，强化工作
统筹，从严从紧做好核酸筛查
和封控管控工作；各分包单位
要主动作为，主要负责人要一
线督导，确保各环节衔接顺畅、
高效有序。预案要再细化。按
照“见人见事见网格、定人定岗

定职责”的要求，切实做到任务
到岗、责任到人、措施到位。

李克云要求，要结合疫情
封控演练，进一步修改完善应
急预案，切实提高实用性和可
操作性，一旦发生突发情况，
确保迅速响应、科学研判、果
断处置，真正做到拉得出、顶
得上、打得赢。配合要再密
切。 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
既要各负其责、各司其职，又
要协调联动、密切配合，加强
各环节衔接，切实做到高效联
动、高效运转。宣传要再加
强。通过微信公众号、农村应
急广播、微信群等平台，大力
宣传全员核酸筛查、封控演练
等相关要求，确保家喻户晓、
人人皆知，教育引导广大群众
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不恐
慌，积极支持、主动配合此项
工作，确保封控演练和全员核
酸筛查顺利开展。

菱塘召开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会议

9月8日上午，菱塘回族乡召
开庆祝第38个教师节座谈会。
乡党委书记陈烨出席会议并讲
话，乡党委副书记姚宏宝主持会
议，副乡长吴佳卉等参加会议。

陈烨代表乡党委、乡政府向
辛勤工作在全乡教育工作一线
的广大教师、教育工作者和离退
休老教师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
高的敬意，向受表彰的先进个人
表示真诚的祝贺。陈烨要求，全
乡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要切
实肩负起党的重托和全乡人民
的期盼，筑牢师德底线，树立高
尚师风，开拓创新、奋发进取、扎
实工作，以新理念、新定位推动
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为菱塘争
当高邮“聚焦江苏绿心、加快中
部崛起”排头兵、谱写“强富美
高”新菱塘现代化建设新篇章提
供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撑。

陈烨强调，教师是立教之
本、兴教之源。广大教师要对职
业倾注热情，要积极适应教育改
革发展的新形势，自觉树立终身

学习的理念，积极探索教育教学
规律，更新教育观念，改革教学
内容、方法和手段，在教学上出
亮点、在创新上出成果、在育人
中出成绩。要对学校倾注深情，
要牢记选择教育的初衷，守住教
师的精神家园，安身安心于学
校，善于运用团队的智慧，以高
质量教学深入推动菱塘各学校
高水平、高层次发展。要对学生
倾注真情。要真正把学生当作
自己的孩子，把自己的温暖和情
感倾注到每一个学生身上，用欣
赏增加学生的自信心，用兴趣激
发学生的创新力，用信任培养学
生的进取心，让每一个学生都享
受到成长的喜悦。

会议还听取了一年来全乡
教育教学工作情况，表彰了全乡
2021—2022学年度优秀教师;
为新入职教师代表赠书；部分教
师代表作交流发言。

会后，陈烨还率队走访慰问
了部分离退休教师，为他们送去
节日的祝福。

菱塘召开庆祝第38个教师节座谈会——

尊师重教注深情 培根铸魂育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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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喜迎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之际，为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9月6日上午，菱塘回族乡举办《习
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宣讲报告
会，邀请高邮市级示范宣讲团成
员、市委党校龚燕讲师来菱开展专
题宣讲。乡党委书记陈烨主持会
议并讲话，全体在菱乡级领导班子
成员参加会议。

报告会上，龚老师以《续写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为主题，通过
事理结合、重点阐释、深入剖析，围

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出版
发行的历史背景和实践基础、逻辑
结构和主要内容、认真研读和精准
践行等三个方面，为参会人员作了
系统阐述和深刻解读。

陈烨在主持会议时强调，要坚
持带头带动，迅速掀起学习的热
潮。全乡上下要充分认识学好用
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的
重大意义，切实增强学好用好这部
重要著作的责任感使命感，在持续
深入学习中更加深刻领会“两个确
立”的决定性意义，不断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要坚持讲深讲透，迅速
掀起宣传的高潮。要开展好多形
式、全覆盖的宣传宣讲活动，推动
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
家”。要坚持担当担责，迅速掀起
实干的浪潮。要把学习著作与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坚
定不移把学习成果贯彻落实到推
动菱塘高质量发展的全过程，切实
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
功新时代的工作举措。

菱塘举办《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宣讲报告会

近日，从广西传来喜讯，江苏瑞
沃建设集团与中化学交通建设集
团、广西桂秦公路工程联合中标广
西梧州-玉林-钦州（苍梧至容县
段）第六标段项目，中标价为16.4亿
元。瑞沃建设集团总裁张金生高兴
地告诉记者，该集团是唯一中标该
项目的民企，抢下了高邮建筑企业
进军高速公路项目的“第一单”。

瑞沃建设集团成立于2007年，
2018年成为扬州市首家市政公用
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企业。近年

来，该集团紧紧抓住国家战略发展
机遇，按照“东扩、西拓、南延、北联、
中据”发展思路，精细布局、深耕细
作，成功开辟了内蒙古、黑龙江、新
疆等地区市场，实现了国内省级市
场全覆盖，企业晋升公路工程施工
总承包一级资质。前不久，2021年
度“江苏建筑业百强企业”榜单发
布，瑞沃建设集团连续10年入选、
连续七次名列基础设施类第一名。

2020年，瑞沃建设集团与央企
中化学交通建设集团建立合作关

系，中化学交建集团助力瑞沃在市
场开拓、项目运营等方面进行全面
提升。今年8月26日，瑞沃集团与
中化学交建集团签署全面战略合作
协议，正式进军高速公路施工项
目。根据协议，双方将按照“央民联
合、创新驱动、产业协同、优势互补”
的定位，在高速公路与市政基础设
施建设、产业园建设、乡村振兴、战
略投资等领域开展全方位战略合
作，协同探索基础设施领域合作路
径，发挥各自资源及行业优势。

16.4亿！江苏瑞沃集团联手央企国企抢下高速公路大单

9月16日，菱塘乡召开燃气安
全整治“百日行动”部署会。乡燃
气行业分管负责人、各村（社区）主
要负责人、网格员、燃气公司以及
各代充点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议传达了高邮市燃气安全

整治“百日行动”工作方案，安排
部署了全乡燃气安全整治“百日
行动”工作。王姚村、三产服务
业办、经济发展局以及新奥裕和
燃气公司负责人分别作了表态
发言。

会议强调，要进一步认清燃气
安全整治形势，紧紧围绕燃气安全
重点整治内容，强化责任，明确排
查上报的时间、排查整治的要求以
及排查整治的责任，切实做好燃气
安全整治工作。

菱塘召开燃气安全整治“百日行动”部署会

9月20日下午，菱塘回族乡召
开三季度经济形势分析会，全面分
析三季度经济发展面临的形势和存
在的问题，动员全乡上下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各级决策部署上来，全
力冲刺年度各项目标任务，努力交
出经济建设过硬答卷。乡党委副书
记、乡长李克云出席会议并讲话，乡
党委副书记、政协工委主任乔元江
主持会议，在菱乡级领导班子成员
及各村（社区）、各办局主要负责同
志等参加会议。

会上，相关口线分管负责人分

别汇报了1-8月份经济运行情况，
并对相关经济指标预期及下一步工
作举措进行分析研判。

李克云充分肯定了前三季度经
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他指出，
做好三季度经济工作是全年经济工
作的关键。同时，做好经济工作、稳
住经济大盘，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
开营造良好环境，更是一项重大政
治责任。

李克云强调，全乡上下要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
话精神，按照“疫情要防住、经济要

稳住、发展要安全”总要求，进一步
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担当，以

“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疫情
防控、安全生产、经济发展等重点工
作；要进一步坚定发展信心，勇担

“挑大梁”重任，努力争先进位，认真
对标找差，突破难点，补齐短板，锚
定目标精准发力，切实推动各项经
济指标不断取得新突破，为完成全
年目标任务打下坚实基础，以实际
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会议还研究部署了其他重点工
作事项。

菱塘召开三季度经济形势分析会——

全力冲刺 勇挑大梁 实现目标

千里明月寄相
思 ，又 是 一 年 月 圆
时。为了庆祝中秋
佳节，喜迎二十大的
胜利召开，丰富邻里
乡亲们的生活，营造
团 结 奋 进 、文 明 和
谐、喜庆祥和的浓烈
氛围。9 月 8 日晚，
菱塘回族乡新时代
文明实践所在民族
广场举行“喜迎二十
大·中秋共团圆”文
艺村村行惠民演出，
大家欢聚一堂，载歌
载舞，共庆太平盛世
的好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