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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线路计划检修,

10KV壁湖111线：配网

工程计划定于 2022年

12 月 5 日 8 时 00 分至

2022年12月5日13时

00分，特此通知

计划停电范围：

金墎小区

因线路计划检修,

10kV湖郭116线：配网

工程计划定于 2022年

12 月 3 日 7 时 30 分至

2022年12月3日13时

00分，特此通知

计划停电范围：

常集村、送桥镇常

集村03#变

因线路计划检修,

10kV神农123线：配网

工程计划定于 2022年

12月5日10时00分至

2022年12月5日12时

30分，特此通知

计划停电范围：

送桥镇天山居委

会、扬州市业昌助剂有

限公司

因线路计划检修,

10kV送镇118线：配网

工程计划定于 2022年

12 月 3 日 7 时 30 分至

2022年12月3日13时

00分，特此通知

计划停电范围：

槽坊村、送桥镇郭

集槽坊村08#变

因线路计划检修,

10KV游熙136线：配网

工程计划定于 2022年

12 月 5 日 8 时 00 分至

2022年12月5日12时

00分，特此通知

计划停电范围：

奥林村、奥林村10#

变、陈庄村12#、30#变、

高邮市237省道改建工

程项目管理办公室、江

苏富裕达粮食制品股份

有限公司、江苏京沪高

速公路有限公司(高邮收

费站)、江苏双兔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扬州财富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扬

州市飞翔水产有限公

司、扬州市高邮禽蛋水

产批发交易有限公司、

高邮市路灯管理所。陈

庄村

因线路计划检修,

20kV神阳521线：配网

工程计划定于 2022年

12 月 5 日 7 时 30 分至

2022年12月5日10时

30分，特此通知

计划停电范围：

送桥镇天山居委

会、扬州市业昌助剂有

限公司

高邮市供电公司
2022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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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市上下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之际，本报今起推出“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专栏，充分
反映全市各地各部门用党的二十大精神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新思路新举措新成效，全景记录广大
干部群众全面对标党的二十大作出的战略部署，谋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进一步推动党的二十大
精神进机关、进企事业单位、进城乡社区、进校园、进各类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进网站，激励全市上下在
新征程上创造新业绩，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高邮篇章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编
者
按

本报讯（通讯员 陈阿薇 赵慧 记者
文正）日前，在高邮镇江苏卫星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高邮镇组织的专家深入工
位、产线、车间，开展一对一“数字画像”，
为企业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明确路
径和方向，以打通企业转型过程中的痛
点、堵点、难点。“以前对于智能化改造和
数字化转型工作，我们一直处于摸着石
头过河的状态，现在专家来到现场面对
面指导，让我们豁然开朗。”该公司负责
人表示。

高邮镇规上工业企业共有58家，以
纺织服装、机械装备、汽车零部件等产业
为主，传统制造业体量较大。近年来，高
邮镇引导工业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工
作，用智能化改造、企业上云、“数字标
杆”创建等方式转变传统制造业思维，但
是不少企业在“智改数转”过程中和江苏
卫星公司一样，面临着一些疑问和难
题。为积极推动更多企业智能化改造和

数字化转型，今年以来，高邮镇按照“龙
头带动，标杆示范，中小企业广泛参与”
的思路，每个重点行业都打造一批示范
项目，通过激励引导，坚持“一企一策”，
解决企业“不愿转”“不敢转”“不会转”的
现实难题。

不同的企业现状千差万别，对智能
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的需求不尽相同，
为此，高邮镇专门组织专家为企业开展

“数字画像”诊断服务。扬州源恒鑫服饰
有限公司作为传统企业代表之一，企业
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也在如火如荼
进行中。“以往工人操作过程中难免出现
一些瑕疵，现在我们听取技术专家的建
议，产品的品质、工人的工作效率和操作
规范性一定会极大提升。”该公司质量主
管介绍说，公司将对原有车间实施技术
改造，实现“机器换人”，对多道工序进行
工艺改进和革新，生产线加入并线机、络
筒机、高温高压染色机等各类自动化、智

能化设备，全部设备实现联网和远程监
控。

截至11月上旬，高邮镇24家企业
已完成“数字画像”诊断，其中8家报扬
州市级，智能化改造已达标企业5家，省
星级上云企业获批3家，“数字标杆”创
建完成1家，正在组织申报3家，以数字
化探索全镇“腾笼换鸟”新路，为推动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全镇首批24家企业‘数字画像’诊
断均已完成，接下来，诊断报告也会交付
企业。此次诊断颇有收获，摸排了一批
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项目，并将企
业纳入培育名单。”高邮镇副镇长龙俊
说，下一步，我们将会同服务商以协助企
业解决问题为导向，以帮助企业盈利为
目标，为企业提供个性化解决方案，做到

‘一企一策’‘即改即用’，让企业能实实
在在地感受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带
来的真实效益。

高邮镇：“数字画像”助力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

本报讯（通讯员 董莹 记者 葛维祥）
“改扩建后园内环境更优美了，设施设备
更完善了，孩子们的活动空间更大，这主
要得益于市财政的大力支持。”11月23
日，市直机关幼儿园负责人向记者介绍
说。据悉，近年来，市财政累计投入近2
亿元，按省优质园标准新建公办园11
所，新增学位3000余个，投入3700万元
用于幼儿园改扩建、小区配套园建设等，
有力促进了全市学前教育健康、平稳、可
持续发展。

记者从市财政局了解到，近年来，市
财政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不断强化责任
意识，补短板，强弱项，创特色，持续加大
对学前教育的投入力度。一方面，不断

提高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标准，自
2020年起，将学前教育生均财政公用经
费标准上调至每生每年650元。坚持优
先保障学前教育专项资金支出，各乡镇
街道学位不断增加，逐步解决了“入园
难”“入园贵”“入园远”问题，不断满足人
民群众对“有园上、上好园”的美好期盼，
切实做到普惠于民。另一方面，市财政
持续加大学前教育扶贫助学力度，不断
扩大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供给，认真落
实学前教育扶贫助学政策，及时发放学
前教育奖助学金，确保每一位困难家庭
幼儿接受到良好的学前教育。2020至
2022年，共发放178.3万元资助经费，资
助3566人次。

与此同时，依标扩充保教队伍，提
高工资待遇，科学测算、合理核定教职
工编制，配备管理人员和专任教师，并
向农村园、改制园倾斜。2021年新聘
在编幼师35人，占全市教师招聘总额
的 16.51%。目前，在编幼师已达 319
人，占专任教师总数的28.89%，自聘教
职工年收入逐年提高。加大基建投入，
改善办园条件。近几年，我市科学规划
学前教育布局，打出回购、新建、改建、
扩建等一连串“组合拳”，不断提高学前
教育资源配置率，缓解城区入园压力。
据统计，仅2021年，全市学前教育财政
投入就占到同级财政性教育经费
7.23%。

市财政持续加大学前教育投入促发展
投入近2亿元新建公办园11所

初 冬 时 节 ，落 叶 缤
纷。落叶在给市民带来
美感和诗意的同时，会产
生影响环境卫生、带来火
灾隐患、造成雨水管网堵
塞等问题。连日来，我市
环卫广大职工奋战街头，
采用“人工+机械”相结合
的作业模式，对落叶集中
路段进行全天候清扫保
洁，打响了“落叶清扫保
卫战”。

王磊郭萌
摄影报道

做常态长效示范
创文明典范城市

本报讯（记者 郑杰）22日上午，由
市交通局、市社科联、市作协联合举办
的“我们走在大路上——十年·我们身
边的交通”主题征文颁奖典礼在文体
公园小剧场圆满落幕。市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曹伟伟参加活动，副市长赵
国祥为《我们走在大路上》交通主题征
文获奖作品集发布揭幕。

颁奖典礼上，曹伟伟致辞时指出，
高邮是一座以交通名世的城市，邮亭、
邮驿、大运河，都是高邮鲜明的标记，
也是高邮得以生长发展的源头。党的
十八大以来，高邮市委、市政府深入贯
彻落实党和国家“交通强国”战略，大
力推进江苏省和扬州市交通发展规
划，抢抓机遇，锐意进取，把宏伟蓝图
一步步变为美好现实。“十年·我们身
边的交通”主题征文活动，就是用文学
的形式最真实地展现高邮交通大变
化，展现高邮近十年来经济社会飞速
发展的新成就，以文学艺术的力量推
动高邮成为投身“好地方”建设的生动
缩影和时代样本。他要求，全市上下
要深入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的“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推进文化自
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
精神实质，更加自觉地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党的二十大精神上来，把智慧
和力量凝聚到落实党的二十大的战略部署上来，自
信自强、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汇聚起“聚
焦江苏绿心 加快中部崛起”的磅礴力量，为谱写中
国式现代化的高邮篇章而努力奋斗。

据了解，“十年·我们身边的交通”征文，共收到
作品260篇，按散文组与诗歌组分别评选出一等奖
每组1名、二等奖每组3名、三等奖每组6名与优秀
奖每组20名，共计60篇获奖作品。同时经过多轮
的评审甄选出90篇入围作品编印成《我们走在大路
上》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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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郑杰）23日上午，省法治评估检
查组来邮，实地评估省级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和
法治文化建设示范点。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张继
东陪同评估检查。

省法治评估检查组一行先后来到城南新区南
苑社区、南关坝水鉴馆、南门大街、王氏纪念馆等
地，听取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市民主法治示范村（社
区）、法治文化建设示范点创建工作的思路和举措，
并详细询问了创建情况和亮点特色做法。

通过现场察看，省法治评估检查组对我市“民
主法治示范村（社区）”“法治文化建设示范点”的创
建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同时要求我市要提高法治能
力，增强群众的法治意识，不断优化公共法律服务；
要进一步加大法治示范点创建力度，发挥好示范点
的辐射带动引领作用，加强村（社区）法治建设，营
造和谐、温馨的法治村（社区）。法治文化建设示范
点的创建要紧密结合法治宣传教育，立足实际、突
出重点、创新形式，扎实推动基层法治建设。

省法治评估检查组来邮

本报讯（通讯员 段欣 记者 东方）日前，省工信
厅公示了2022年度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名
单，我市江苏卫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扬州和益
电动工具有限公司等23家企业榜上有名，通过率近
九成，通过率位列扬州各县市区第一。

“专精特新”是创新实力的全面展现，也是产业
升级的必经之路，更是城市竞争角逐的全新赛道。近
年来，我市锚定“专精特新”发展，建立了“金字塔形”
的梯队培育体系，鼓励企业聚焦主业、苦练内功、强化
创新，通过培训辅导、精准服务、政策引导，培育一批
专注于细分市场、创新能力强、质量效益优的“专精特
新”企业，开展一系列创新性、针对性和实效性的服务
活动，推动更多专精特新“好苗子”强素质、增能力、提
水平，早日成长为“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
业，为我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

23家企业入围省级专精特新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