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扬线高邮段航道整治工程城区段桥梁——海潮大桥
已由高邮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邮发改[2019]407号文批
准建设。为确保行车安全及工程施工，对海潮路(屏淮路—
盐河东路)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并实行交通管制，管制时间
为：2023年2月5日—2025年7月31日。

管制期间：机动车、非机动车及行人请选择合适路线绕
行，服从交通疏导，注意交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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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德 春 、代 玉
红、陈雅遗失高邮市
卸甲镇人民政府开
具的卸甲镇房屋征
收（拆迁）补偿协议
书（原件），声明作
废。

作废声明

本报讯（通讯员 徐松泽 孙妍 记者
孔令玲）日前，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春
节期间，我市陆续推出丰盛的年味文旅

“大餐”，丰富全市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
生活，营造欢乐祥和、昂扬向上的节日氛
围。

据了解，从大年三十到正月初六，我
市将举办第四届“好事成双·新春大集”
活动，激发文旅消费增长，推动我市文商
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活动分为运河落日
烟花季和盂城集市两个板块。活动期
间，在明清运河文化公园的落日营地，将
举行烟花秀、灯光秀，“点亮”湖畔夜空。
活动现场还设置美食集市和儿童游乐场
所，提供帐篷预约租赁，市民游客可约上

三五好友围炉煮茶，享受假期生活。
作为“好事成双·新春大集”的重头

戏，春节期间，在运河·盂城驿历史文化
街区举行的盂城集市将以浓浓年味欢迎
四方游客。记者了解到，集市内不仅有
兔年主题装饰和特色美食供市民游客

“打卡”，还邀请了画糖画、捏糖人、草编
昆虫、吹糖人、老虎鞋等非遗老行当艺人
进行展销，一同寻找记忆中的年味。

另外，活动期间，盂城集市将上演多
场“非遗进景区”、送亲奶奶、扬剧表演、
高邮民歌演唱等表演活动。现场驿丞巡
街互动活动还向市民游客赠送“新春红
包”，送上新春的祝福。

除了“好事成双·新春大集”活动，我

市多个文化场馆也准备了年味活动。1
月中旬至3月，在市图书馆、人民公园城
市书房举办“腊雪迎春——你应该知道
的春节年俗”春节主题展、“舌尖上的年
味儿”传统美食展及“丝竹声里幸福年”
新春经典民乐展，让市民了解中国传统
民俗的同时，品味浓浓的年味。市博物
馆还推出线上“海外瓷器线上展”，将熠
熠生辉的瓷器文明再现于观众眼前，带
领观众在春节期间细细品味历史与文
化。同时，依托江苏公共文化云的迎新
春系列活动，将云上赏非遗、云上竞年
俗、云上享艺趣等文化大餐送到群众身
边，让大家在“云端”感受欢乐、喜庆、祥
和的中国年氛围。

精彩文旅“大餐” 陪您欢喜过兔年

本报讯（通讯员 吴爱辉 记者 葛维祥）近日，
233国道高邮段（K1572+320-K1590+420）“科
技兴安”示范路完成施工建设，这是扬州市首条完
工的“科技兴安”示范路。

2022年，扬州公路部门把“科技兴安”样板路
建设作为安全生产重点目标任务，通过深入调研，
在公路交通安全管控领域开展系统性研究，将
233国道高邮段作为首条实施路段，于2022年11
月正式开工建设。自项目实施以来，我市公路部
门全力推进扬州市普通国省道“科技兴安”样板路
创建工作，着力提升公路安全通行保障水平和主
动安全防控能力。

据悉，项目重点布设了交通事件极速感知系
统，在现有视频基础上加密沿线视频监控，新建
27处视频监控点和改造升级19处视频监控点，
实现G233高邮段监控视频全覆盖，利用机器视
觉技术，对全线的交通事故、违法事件、恶劣天气
等突发事件进行快速检测及预警；建设行人过街
预警系统，通过研究分析三年内的交通事故，确定
好过街预警系统安装位置。该系统采用LED屏
文字提示、智慧发光地砖等多种方式对车辆和行
人进行相互预警提醒，使车辆在通过路口时，能够
提前减速避让行人和非机动车，避免碰撞事故发
生；通过一体化安全监管模块实现外场各类感知
设备的接入和运行状态可视化，目前373路路网
视频已经完成系统融合。

高邮建成扬州首条“科技兴安”示范路

在送桥镇张公渡村有一个普通家庭，
这个大家庭四世同堂，真诚待人、和睦邻
里、家风和谐，以“小家”助“大家”，共建文
明风尚，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诠释了家的
真谛。这家子就是徐建华家庭。

徐建华是送桥供电公司支部书记兼
副所长。多年来，他兢兢业业，勤恳工作，
虽苦虽累，但从没有抱怨过。徐建华关心
同事，经常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及工作中遇
到的困难，得到了同事和下属的称赞。徐
建华的妻子李国萍是送桥镇张公渡村社区
卫生服务站的一名乡村医生。她经常为养
老院的老年人量血压，检查身体和诊治小
病小痛。李国萍任劳任怨，二十多年如一
日，以博爱的胸怀温暖着每一位患者的心。

多年来，徐建华、李国萍夫妇热心社
会公益事业，经常向一些低保户、五保户、
残疾病人等困难群众提供经济帮助和精
神关怀。他们带头解忧扶困，向身患罕见
疾病的孙杰捐款2000元，并出资资助特困
生、留守儿童等，为他们的成长护航。期
间，他们长期资助张公渡村的一名特困
生，虽然孩子已经步入社会，但徐建华夫
妇还在跟踪资助，帮他找工作。“为社会弱
势群体献上一颗爱心，是我义不容辞的责
任。”李国萍说。

徐建华工作任务重，在单位时间多，
照顾家庭的精力相对较少。作为妻子，李
国萍十分尊重丈夫，理解支持丈夫的工
作，从无怨言。只要李国萍不上班，她总
把家中的事情料理得井井有条，不让丈夫
因家事分心而影响工作。徐建华的母亲
身患中风长期瘫痪在床，李国萍日复一
日、年复一年照顾，没有半句怨言，女儿、
女婿在她的影响下，也帮忙照顾奶奶。一

家人团结相爱、孝老爱亲，成了左右邻居
交相称赞的模范。

通讯员刘久旭记者 孔令玲

以“小家”助“大家”共建文明风尚

创建文明家庭
传承优良家风

本报讯（通讯员 龙轩 季茂春 记者 孔令玲）1
月17日，省农业技术推广协会、省农业技术推广
总站公布了2022年度江苏“味稻小镇”推介名单，
经专家从基地建设、稻米加工、品牌培育与营销等
方面进行综合评定，龙虬镇被评为“味稻小镇”。

龙虬镇现有耕地面积3.7万亩，水稻种植面积
2.67万亩，占耕地面积72%，常年水稻亩产量650
公斤左右，总产量 1.76 万吨，是我市优质稻米重
要生产基地。多年来，龙虬镇以水稻绿色高质高
效创建项目为平台，示范推广绿色生态模式，大力
推广南粳 9108、南粳 5718 等优质食味稻品种种
植，全镇优质食味稻种植面积 1.65 万亩，占水稻
面积 62%，优质食味稻谷年产量1.09 万吨，其中
品牌营销量 0.69 万吨，占比63%。

围绕“稳粮增收、绿色高效”目标，龙虬镇积极
打造“三品一标”，即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
造和标准化绿色生产示范基地。2019年，创成江
苏省绿色优质(水稻)基地，基地规模2.01万亩。同
时，做大做强稻米产业化企业，提升稻米生产与加
工能力，拥有稻米加工企业两家，创有双兔、龙虬
庄、邮粮等5个知名稻米注册商标，其中江苏双兔
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获得农业产业化省级龙头企业
认定和江苏大米加工十强企业等荣誉称号，双兔
大米获得绿色食品认证，稻米企业年稻米加工量
10.6 万吨，稻米年销售额5亿多元。

龙虬获评省“味稻小镇”






 



乡村振兴·高邮实践

我们的节日·春节

本报讯（通讯员 陆康明 记者 葛维祥）
1月19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给我市一洋制药公司
发来慰问信，高度赞扬该公司为医疗物资保供作
出的积极贡献，向奋战在医疗物资生产供应一线
的公司员工致以诚挚的慰问。

工业和信息化部在给一洋制药公司发来的
慰问信中说，2022年12月中旬以来，部分重点医
疗物资出现供应紧张，贵公司闻令而动，迎难而
上，克服困难，迅速稳产达产，努力增产扩产，全
力做好布洛芬混悬液生产供应，有力保障疫情防
控需求，彰显责任担当。

据了解，自2022年12月18日以来，在市委市
政府的坚强领导和开发区及市有关部门的大力支
持下，一洋制药公司应时之需，克服多重困难，减量
生产公司主打药品，调整产线产能确保保供药品生
产。截至今年1月19日，累计生产布洛芬混悬液
112万瓶，有力有效保障了区域医疗物资需求。

另据悉，此前，扬州市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
也给该公司发来了感谢信，感谢他们全力以赴保
障医疗物资供应。

工信部发来慰问信——

高度赞扬一洋制药全力保供勇担当

（上接1版）这一年，我们众志成城，全力抗
击疫情。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因
时因势优化调整防控措施，有力有效应对
疫情持续反复冲击，最大程度保护人民群
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最大限度减少疫
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这一年，我们
奋勇争先，夯实发展根基。GDP 梦圆千
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迈上 40 亿元新台
阶，工业开票销售超 1300 亿元，连续八次
夺得扬州招商引资“擂台赛”红旗，百亿级
项目实现零突破，多个核心指标增幅在苏
中各县（市、区）排名大幅前移，位列全国
县级市基本现代化百强第 58 位，全国综
合实力百强县市第 60 位。这一年，我们
团结奋斗，绘就美丽画卷。坚定走生态优
先、绿色低碳发展道路，深入推进城乡人
居环境整治，文明典范城市创建保持常态
长效，京沪高速扩容、宁盐高速、通用机场
等重点项目推动有力有序，斩获首个“鲁
班奖”，创成中国文学之乡，成功入选“科
创江苏”试点区县，创成省“首批文旅融合
发展示范区”，生态宜居、绿色高效的城乡
融合发展画卷徐徐展开。这一年，我们倾
情为民，守护万家灯火。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用心用情推进“邮你真好”
民生系列工程，城镇新增就业超 8000 人，
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37775 元，启
动建设扬州大学农科园二期、扬州职大高
邮湖校区，教育医疗持续改善，社会保障
更趋完善，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
全感显著增强。

回首2022，我们干成了一件件事关高
邮发展全局的大事、要事、难事，在非常之
年以非常之举创造了令人振奋的业绩。
成绩的取得，凝聚着高邮人民的聪明才
智，浸透着高邮人民的辛勤汗水，蕴涵着
高邮人民的美好期待，是上级党委、政府
正确领导、关心支持的结果，是市委充分
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作用的结果，是
市四套班子领导带头干、带领干、带动干
的结果，是全市各级党组织、全体党员干
部和广大人民群众齐心协力、共同奋斗的
结果。今天的高邮朝气蓬勃、意气风发、
蒸蒸日上，无论是生活在高邮的市民，还
是来邮投资的客商，以及在外回乡的高邮
人，都深切的感受到，高邮这座“小县城”
同样可以拥有大幸福、成就大作为、拥抱
大温暖。

时间的长河奔涌向前，奋斗的脚步永
不停歇。2023 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
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十四五”规划承
上启下之年，是扬州确立的“发力奋进
年”。党的二十大擘画了中国式现代化的
宏伟蓝图，市委向全市发起了“奋力实现中
国式现代化高邮篇章精彩起笔”动员令，重
点围绕更实举措推进实体经济，更大力度
推进创新转型，更富成效推进绿色发展，更
加扎实推进城乡一体，更高标准推进双文
融合，更深感情推进共同富裕，更强担当推
进社会治理等七个方面全面发力。新的一
年里，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落实
党的二十大精神，按照中央、省委和扬州市
委部署要求，在党的旗帜下团结成“一块坚
硬的钢铁”，真正做到既仰望星空，又脚踏
实地，既“能干”，又“刷刮”，让中国式现代
化在高邮大地上呈现可观可感的现实图
景！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新春的朝阳，迎
接崭新的春天！

祝愿伟大祖国繁荣富强！
祝愿高邮明天更加美好！
祝愿全市人民幸福安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