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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高邮市委 高邮市人民政府 主办 高邮市融媒体中心 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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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葛维祥 向宏亮）1月20
日上午，市委书记张利、市长田醒民分别带
队走访慰问春节期间坚守岗位的重点部位
一线员工，对大家常年坚守岗位、服务高邮
经济社会发展表示衷心感谢，并代表市委、
市政府向他们致以崇高敬意和新春祝福。
市领导徐永宝、郑志明、李深红、潘建奇、李
生、张继东、张贵龙等参加相关活动。

当日上午，张利一行先后来到市中医
医院、市污染防治攻坚办、市疾控中心、市环
卫处、市融媒体中心、市机要保密局，对奋战
在工作一线的干部职工和一线医务人员、新
闻工作者表示慰问，送上慰问金和新春祝福。

在市中医医院和市疾控中心，张利与
医院负责同志和医护人员亲切交谈，对大
家的辛勤付出和无私奉献表示感谢。张利
指出，在抗击疫情的三年时间里，广大医务
工作者舍小家、为大家，用实际行动诠释了
职业精神。自从疫情防控工作重心从“防
感染”转向“保健康、防重症”以来，医疗系统
所承压力只增不减。他希望广大医务工作
者继续发扬伟大抗疫精神，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全力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在市融媒体中心，张利一行先后来到

融媒体指挥中心、电视播出机房和信息采
集二部等部位，详细了解中心融合发展等
工作情况，向正在工作一线的新闻工作者
送上新春祝福，感谢大家为全市新闻宣传
事业作出的积极贡献。张利要求，要牢记
党媒姓党，旗帜鲜明讲政治，切实强化阵地
意识，始终坚持党管媒体原则不动摇，始终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充分发挥
媒体的舆论引导和监督作用，努力开创新
时代融媒体发展的新局面。张利希望广大
新闻工作者用摄像机和手中的笔，把高邮
的好声音、高邮的好故事、高邮的好形象展
示出来，把老百姓的所思所想所盼带上来，
把党委、政府的声音传下去，为推动全市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融媒体中心更大的
贡献。

慰问中，每到一处，张利都要求一线单
位要做好值班值守，落实各方责任，坚守各
自职责，让全市人民过一个平安健康祥和
的新春佳节。

当日上午，田醒民一行先后走访慰问
了市政府值班室、市应急管理局、市交警大
队、高邮供电公司、市人民医院、市行政审
批局等部门单位。每到一处，田醒民都详
细了解各单位春节期间保障运行工作准
备、春节值班安排以及值班人员生活安排
等情况。

慰问中，田醒民通报了2022年全市经
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他代表市委、市
政府对大家过去一年辛勤工作和付出，表
示衷心的感谢和亲切的问候。他希望大家
在2023年，围绕市委十二届四次全会决策
部署和2023年政府工作目标安排，接续奋
斗，砥砺前行，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高邮篇
章精彩起笔再作贡献。

慰问中，田醒民还就做好春节期间值
班值守、安全生产、供电保障、交通安全、医
疗救治、政务服务等重点工作提出要求。
他要求各相关部门和单位，要压紧压实各
级责任，落细落实各项措施，全力以赴做好
各项保障，确保全市人民度过一个安乐祥
和的新春佳节。

张利 田醒民分别带队看望慰问重点部位一线员工——

致以崇高敬意和新春祝福

虎啸辞旧岁，兔跃报新春。
在这辞旧迎新、万家团圆的美好
时刻，市委、市政府向全市人民，
向所有关心支持高邮发展的各界
人士，致以最美好的新春祝福！

刚刚挥别的 2022 年，是党
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的一年，也是高邮发展进程中极
为特殊、极不平凡的一年。这一

年，我们高举旗帜，坚定前进方
向。把迎接党的二十大、学习宣
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贯
穿全年工作的主线，深刻领悟

“两个确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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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不移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
砥砺前行。 （下转2版）

新 春 贺 词
中共高邮市委 高邮市人民政府

（2023年1月22日）

本报讯（记者 葛维祥）1月19 日，市
长田醒民率相关部门负责人，专程到
第五届江苏省道德模范王瑞华家中走
访慰问，送上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新春祝
福。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伟伟参加
慰问。

在王瑞华家中，田醒民察看了她家的
居住环境，关切地询问王瑞华身体状况、
生活情况和家庭成员情况，王瑞华一一作
了回答，并对党和政府的关心关怀表示感

谢。田醒民对王瑞华说，你是道德模范，
为高邮创建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增了光添
了彩，你的精神品质值得社会崇敬和大家
学习。

1968年出生的王瑞华，是临泽镇周巷
社区居民。2014年端午小长假期间，王瑞
华的丈夫马春松突发心肌梗塞猝死，生前
他曾借过一些钱，但没有留下具体账目。
对这些说不清楚的债务，王瑞华翻出他的
手机挨个打电话，主动跟十几个人问清3

万多元债务，并在小长假期间全部还清。
央视《新闻直播间》也报道了王瑞华“诚信
一家人”的故事，引起全国各地观众和网
友的点赞。2014年入选“中国好人”“江苏
好人”。2015年，王瑞华当选第五届江苏
省道德模范。

田醒民走访慰问道德模范

中环艾能（高邮）有限公司：
金虎辞旧岁，玉兔迎新春。值此新春佳节来

临之际，贵公司2022年开票销售突破100亿元，达
110亿元，企业发展迈向崭新台阶。在此，中共高
邮市委、高邮市人民政府特向贵公司及全体干部
员工致以热烈祝贺和诚挚问候！

中环艾能自 2020 年签约以来，实现当年开
工、当年竣工、当年投产，并获评江苏省上云四星
企业、江苏省智能车间、扬州市“智改数转”典型
示范等荣誉称号，走出了一条“持续投入、创新赋
能”的发展之路。在光储充领域，依托我市光伏
产业园的基础优势，把握战略机遇，加快产业布
局，抢占市场高地，实现产业链重点突破。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新的一
年里，期待中环艾能以“增量提质、高点开局”为
统揽，抢抓机遇、再接再厉，加快实现光储充领域
争先进位。秉承乘风破浪再启航、永不懈怠再奋
进的精神，继续当先锋、挑大梁，为奋力谱写好中
国式现代化江苏实践高邮篇章贡献力量！

中共高邮市委
高邮市人民政府
2023年1月20日

贺 信

本报讯（记者 葛维祥）1月19日下午，
市委副书记、市长田醒民以视频方式，代表
中共高邮市委、市政府以及70万高邮人
民，向高邮湖舰的全体指战员拜年，祝他们
及家人新春快乐、身体健康、阖家幸福、万
事如意。

在向高邮湖舰官兵拜年时，田醒民说，
2022年，极不寻常、极不平凡，又极其荣
光！这一年，我们攻坚克难、扛压前行，以
高质量发展打造江苏绿心，以现代化建设
加快中部崛起，地区生产总值跨上千亿台

阶，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突破40亿元，荣列
全国投资潜力百强县市第37名、全国综合
实力百强县市第60名，第五次荣获“江苏
省双拥模范城”称号。这些成绩的取得，浸
透着全市上下的辛劳和汗水，也饱含了全
舰指战员舍小家为大家的默默付出。

田醒民说，高邮湖舰自入列以来，认真
贯彻落实习近平强军思想，始终牢记习近
平总书记“努力把人民海军全面建成世界一
流海军”的殷殷嘱托，秉持“听党指挥、能打
胜仗、作风优良”的政治标准，圆满完成了海

外护航、联合军演等一系列光荣使命，由此
锤炼成为一支当之无愧的威武之师、文明之
师、和平之师、英雄之师！高邮人民为你们
深感骄傲和自豪！他衷心希望全舰指战员

“常回家看看”，走近高邮、推介高邮，使高邮
湖舰真正成为万里海疆流动的高邮名片。

田醒民表示，高邮将一如既往做好高
邮湖舰保障工作，当好新时代的坚强后盾，
开启“模范双拥”新征程，不断巩固军政军
地团结的大好局面，共同谱写新时代军地
融合发展新篇章！

田醒民以视频方式向高邮湖舰官兵拜年

本报讯（记者 向宏亮 葛维祥）近日，
市委书记张利、市长田醒民分别带队走访
慰问消防指战员、公安干警和驻邮部队官
兵，为他们送去党和政府的温暖和新春佳
节的美好祝福。

1月20日上午，张利一行先后来到市消
防救援大队、市看守所开展新春走访慰问活
动，向消防指战员、全体干警致以新春的祝
福和衷心的感谢，并送去慰问金。市领导郑
志明、李生、张继东、张贵龙参加慰问。

在市消防救援大队，张利代表市委、
市政府向全体消防指战员表示感谢，感谢
市消防救援大队长久以来为维护一方平
安、守护一方稳定所付出的辛勤努力与重
大贡献。张利同时希望市消防救援大队
能够继续支持高邮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在新的一年里不断巩固消防工作取得新
成效，以实际行动践行“对党忠诚、纪律严
明、赴汤蹈火、竭诚为民”新时代消防员铮

铮誓言，继续发扬不怕苦、不怕累的优良
作风，主动担当、听从指挥，以更加坚定的
立场、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顽强的作风，
打赢每场安全风险防范化解的硬仗。

在市看守所，张利对公安干警长期以
来不畏艰险、坚守岗位取得的成绩给予充
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他指出，新春将至、万
家团聚，维护安全稳定工作责任重大，要始
终绷紧“安全”这根弦，扎实做好节日期间
值班值守执勤工作，确保监所内部绝对安
全、万无一失。同时，节日期间要科学安排
应急值守力量，落实好节日值班备勤，认真
抓好防风险、护稳定、保平安、促发展各项
工作，努力为全市人民群众欢度新春佳节
创造更加安全、和谐、有序的社会环境。

1月13日下午，田醒民专程来到武警
高邮中队看望慰问中队官兵，送上新春祝
福。市领导徐永宝、王怀忠、张继东参加
慰问活动。

在武警高邮中队训练操场，武警官兵
身着训练服，整齐列队，军容严整，精神抖
擞。田醒民首先代表市委市政府和高邮
人民，向官兵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和亲切的
问候。他说，过去的2022年，是极为不平
凡的一年，也是殊为不易的一年，高邮经
济社会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这些成
绩的取得，是高邮上下同舟共济、奋勇争
先、奋发努力的结果，也凝聚着武警高邮
中队官兵的不懈努力和辛勤耕耘。

田醒民希望，武警中队官兵向各自的
亲人捎去高邮市委市政府和人民的深情
问候与新春祝福，多报告高邮的发展成
果，多宣传高邮推介高邮。他同时希望官
兵们继续履行好职责使命，坚定支持高邮
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好社会安定秩序。

慰问时，田醒民还要求相关部门积极
落实好军人优抚政策和服务保障，充分体
现高邮作为省双拥模范城的热情和温度。

张利 田醒民带队慰问消防指战员公安干警和驻邮部队官兵

本报讯（记者 孔令
玲）1月20日下午，市委
书记张利主持召开全市
传达省“两会”精神会
议。他强调，要迅速掀
起学习省“两会”精神热
潮，进一步坚定“扛起新
使命、谱写新篇章”的信
心和决心，撸起袖子加
油干、甩开膀子往前走，
奋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高邮篇章精彩起笔。田
醒民、张秋红、郑志明等
在邮市四套班子领导参
加会议。

张利指出，全市上
下要把学习贯彻省“两
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
后一段时期的重要任
务，精心组织，周密部
署，在学深悟透上下功
夫。要提高政治站位，
全面深刻领会省“两会”
精神，以高度的政治自
觉确保党的重大路线方
针政策落实到位，以大
会精神为指导，汇聚起

“聚焦江苏绿心、加快中
部崛起”的磅礴力量。

张利强调，要在贯
彻落实上下功夫。建强
实体经济和产业体系，
把先进制造业作为看家
本领，始终把招商引资、
项目建设作为重中之

重、头版头条抓在手中，共同开启中国式现代化
高邮篇章。要以对接融入国省重大战略为牵引，
扎实推进宁盐高速、通用机场、东部港口、扬州职
大高邮湖校区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要把走绿
色低碳发展道路作为目标，聚焦“江苏绿心”定
位，高水平保护生态环境，确保工作更加细致和
深入。要大力推动文旅深度融合，进一步放大省
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等品牌效应，围
绕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推动文旅工作创出特色、
放大影响。要高质量完成人大代表票决制确定
的10大民生实事项目，全过程督查推动项目建
设，确保项目实实在在落地见效。

张利要求，要在担当作为上下功夫。要保持
良好势头，千方百计抓招商、抓项目、抓开工，再
接再厉，全力确保首季“开门红”。要组织好、衔
接好各项会议活动，推动各项准备工作有条不
紊、有序推进。各地各部门要切实担负起责任，
抓好春节期间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工作。要坚
决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
氛围，确保廉政底线不能破，过一个稳定安全、干
净廉洁、欢乐祥和的春节。

会议传达了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精神和
省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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