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邮民歌参加
央视非遗春晚彩排

本报讯 （玮玮） 继去年4
月， 高邮市第一小学致用合唱
团学生所唱的新高邮民歌 《数
鸭蛋变奏曲》 登上央视少儿频
道之后，近日，该曲目再次代表
江苏民歌类唯一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 参加了在南京举行的
2018年首届中国非遗春节联欢
晚会现场彩排。该晚会预计于大
年初二前后在央视频道播出。

据悉，新高邮民歌《数鸭蛋

变奏曲》 由中国音乐家协会会
员、扬州市文联副主席、音乐家
协会主席夏峰于2013年以新民
歌的作曲方式重新编曲创作而
成， 与原来的高邮民歌 《数鸭
蛋》相比，不仅实现了多声部合
唱，而且音域更加宽广，表现形
式更适合现代传播， 能够进一
步彰显高邮水乡的特色与魅
力。该歌曲先后在全国、省和扬
州市多个大赛中获得大奖。

实事三： 建成市残疾
人辅助器具服务中心 。实
施贫困白内障患者免费复
明手术200例 。 为50名残
疾人家庭免费实施无障
碍环境改造 ， 为500名残
疾人免费提供辅助器具
适配服务 ，为所有建档立
卡贫困残疾人家庭免费
配齐基本家电 ，为持证残
疾人免费办理意外伤害

保险 ， 为750名残疾人免
费办理综合责任保险 。实
施全市在册管理的严重
精神障碍患者服用基本
抗精神病药物免费政策 ，
对列入公安系统管理的
易肇事肇祸精神障碍患
者 ， 实行监护人奖补制
度 ， 对监护责任落实到位
的监护人每人每月奖补
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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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区吹响
重大项目建设冲锋号

本报讯 （尤轩） 近日，高邮
市高新区管委会召开重大项目
建设推进会， 对即将开工的12
个重大项目在征地清障、 规划
调整、电杆线迁改、配套设施等
项目推进中遇到的具体问题提
交研究， 各相关职能部门就涉
及本部门在项目推进中需要解
决的问题作出解释， 并表示全
力配合做好项目推进工作。

会议要求， 一是切实解决

“项目等地” 问题。 以问题为导
向，加大项目承载力；二是切实
提高工作的组织程度。加大各部
门配合力度，减少层级，明确责
任，真抓实干，强力推进，加快项
目推进进度;三是切实提高工作
效率。树立大局观念，要主动互
动，强化服务力度，共同推动发
展，把握时间节点，高效保质地
完成项目推进工作，确保项目建
设“一茬接一茬”循环往复推进。

《2018年高邮市民生幸福工程实施意见》（邮发〔2018〕1号）近日正式下发，这是该市连续12年以

“1号文件”的形式推动民生工作。据悉，今年民生“1号文件”包括办好人民满意教育、促进群众增加收

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实施健康高邮计划、打造生态宜居环境、完善基本公共服务等6个方面共19项

具体民生事项，这些民生事项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民生“加油站”
幸福更持久更有保障

实事一： 完成高邮市外国语学校附属幼
儿园、城北小学和新巷口幼儿园、高新区初中
和幼儿园、三垛镇幼儿园等跨年工程建设，启
动城北中学、文游小学改造工程，建成秦邮初
中报告厅、欧洲城小区配套幼儿园。全年完成
中小学校舍安全改造1.5万㎡。

实事三： 继续实施好低收入农户 “代金
券”发放工作。组织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结对
帮扶， 确保所有建档立卡的低收入农户人均
纯收入达到7000元以上。全面落实《关于做好
最贫困家庭精准帮扶工作的意见》精神，力促
411户最贫困家庭帮扶政策和举措应享尽享、
落地生根，实现“两不愁、三保障”的目标。

实事三 ： 组织省 、市
级健康单位建设， 建成健
康单位20个、健康广场（公
园）5个。完成全市农村户厕
改厕2900座，改建生态户厕

300座。
卸甲镇创建国家卫生

镇，创建省和扬州市卫生村
不少于13个。开发掌上医院
就诊服务系统。

实事四：加强农村“五
位一体”长效管护工作，高
宝邵伯湖退养 还 湖 7000
亩 ；实施沿湖 、沿河 、沿路
等成片造林5000亩。 完成
G233、S333湖西段绿化提

档升级。规划建设1个现代
化生猪养殖产业集聚区 。
改造农村危房208户。新改
建排灌泵站32座并投入使
用。 疏浚整治河道120条、
塘坝7座。

办好人民满意教育

薄弱学校关键词

实事三：对低收入农户考入大专、本科的
在读学生， 每年分别给予3000元和4000元的
助学金。将困难家庭在读的幼儿园、小学、初
中、 普通高中学生生活补助标准分别提高至
每生每年1000元、1000元、1250元、2000元，免
除餐费、住宿费等费用，并为每名最贫困家庭
在邮就读的学生提供“爱心妈妈”服务。对在
本市就读的最贫困家庭中小学生资助1000
元/年·人。实施最贫困家庭义务段学生“春蕾
计划”，资助小学段500元/年·人、初中段700
元/年·人。 对最贫困家庭中新入学大学生资
助不低于3000元。 残疾儿童免费入园接受康
教融合训练。 对考入高中以上的残疾学生和
贫困残疾人子女，给予教育专项补贴1000元/
人，发放考学奖励：高中500元/人，大专和本
科1000元/人，研究生2000元/人。为义务教育
阶段特殊学生提供“个别化教育”、送教上门
等服务。

职社教育关键词

实事二： 高邮中专创成省级现代化专业
群1个，职业学校与地方企业联办现代学徒制
班2个。 全市开展城乡劳动者职业技能培训
3000人，组织残疾人技能培训200人。

教育资助关键词

促进群众增加收入

就业帮扶关键词

实事一：开展城乡“双零”家庭就业帮扶
行动，保持动态清零。对零就业家庭、经济困
难家庭等就业困难的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实施
“一人一策”援助，确保有就业意愿的高邮籍
高校毕业生推荐就业率100%。

创业服务关键词

实事二：帮助企业招引各类人才2500人
以上，培养高技能人才700人以上。新建高校
毕业生就业见习基地2个以上，开发高校毕业
生就业见习岗位100个以上，实现离校未就业
高校毕业生 （有就业服务需求 ） 服务率为
100%。全市开展创业培训500人次以上，实现
成功创业350人，创业带动就业900人。推介创
业项目30个以上，扶持建设创业孵化基地1个
以上。建设残疾人扶贫基地3个、创业基地2
个、创业扶持项目15个。

农户脱贫关键词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保障关键词

救助托底关键词

实事一： 推动灵活就
业、新业态从业者、断保等
重点群体参保。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
保人数达18.85万人， 发放
基础养老金人数17.8万人，

参保覆盖率、 养老金发放
率均达100%。 认真落实自
然增长机制， 提高企业退
休人员、 城乡居民养老保
险待遇。 逐步实现社会保
障一卡通。

实事二： 实施城乡困
难群众临时生活救助政
策， 设立专项救助金83万
元。

为全市所有户籍居民
购买自然灾害人身意外伤
害保险和自然灾害家庭财

产综合保险。 设立急难家
庭生活救助基金500万元，
对因病因灾致贫家庭给予
急难救助。 认真落实城乡
最低生活保障政策， 城乡
低保做到应保尽保、 同城
同标。

残疾群体关键词

实施健康高邮计划

医疗服务关键词

实事一：建成城南新区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完成迁
建武安社区卫生服 务 中
心。建成市创伤救治中心、
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 、危
重新生儿救治中心和卫生
应急指挥中心。 实施公益

性应急救护培训项目 。家
庭医生签约率达 60% ，重
点人群（慢性病患者、老年
人等）签约率达80%，个性
化签约率达30%， 为全市
建档立卡低收入人群全部
提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颐养之城关键词

实事二： 每个乡镇设
置1个以农村敬老院为基
础的养老服务中心， 每个
街道设置1个老年人日间
照料中心，每个建制村、社
区设置1个居家养老服务
中心，创建颐养示范社区2

个， 新建省标准化居家养
老服务中心16个和23家老
年人助餐点、1所养老护理
院、1家街道老年人日间照
料中心。盘活闲置资产，建
成8家失能半失能老人照
护中心。

健康创建关键词

打造生态宜居环境

住房保障改造关键词

实事一： 新筹集公共
租赁住房50套， 发放公共
租赁住房（廉租住房）租赁
补贴50户。 新增住房公积
金扩面3600人， 发放住房

公积金贷款2亿元。全市棚
改新开工2300套， 基本建
成1900套。深入推进“八老
改造”，整治老小区5万平方
米。完成“城中村”改造2个。

环保行动关键词

实事二： 开展环境风
险评估， 完善环境应急预
案， 组织第二次污染源普
查，实施19家企业挥发性有
机气体综合整治。建设空气

质量网格化监测系统，新建
2个空气监测点位，加强大
气污染预警和研判。加快推
进污水区域集中处置，建成
29个区域污水处理中心。

人居环境关键词

实事三： 城区新建停
车场3个、 新增停车位120
个； 落实23家机关事业单
位非工作时间向社会开放
停车场，新增停车位500个

以上 。 完成城区北海 、大
淖 、康华 、武安等4个社区
192幢老旧楼出新修缮。试
点开放机关事业单位和社
会厕所20座。

美丽镇村关键词

完善基本公共服务

公共交通关键词

实事一： 提档升级农
村公路80公里、村组道路60
公里，改造农村危桥30座、桥
涵150座。 优化城区公交线
路和站点设置，实现中心城
区公交站点500米全覆盖，
建设公交站台及出租车视

频监控系统。 继续开展校
车安全工程， 新增城市公
交车12辆、 镇村公交车10
辆 ，开通界首 、汤庄 、卸甲
镇村公交。 公交南场建成
并投入使用， 高铁站公交
停车场完成规划。

社会综合治理关键词

实事二： 完成制定全
市“数据天网”工程三年规
划并启动实施， 新增智能
监控摄像机300座、高清监
控探头100座，初步建设涵

盖市、乡镇、村三级公共安
全视频监控联网应用体
系。在城乡社区推行“全科
社工 ”服务模式 ，开展 “全
科社工”培训。

文体生活关键词

实事三： 完成文体中
心文化馆、 图书馆内部设
施建设， 并全年免费对社
会开放， 每周开放时间不
少于60个小时， 市图书馆
新增图书8000种 、2万册 ，
建成城区南部24小时城市

书房， 开辟多种形式城市
阅读新空间， 推进全民阅
读。 新增33个基层综合文
化服务中心， 实现村 （社
区）全覆盖。办好环高邮湖
自行车越野赛、 大运河半
程马拉松等精品赛事。

高邮具有得天独厚的水资源，数百条河流交错有
致，这里水鸟品种繁多。2018年，邮城一月内连降三场
大雪，笔者多次深入湖区、运河两岸和城区河流边，抓
拍了多种鸟类在严冬嬉戏的场景，还捕捉到了许多候
鸟在此“留守”的画面。 林山 摄

高邮出台推进
全域旅游发展若干意见
本报讯 （文宝 小敏） 日

前，高邮下发了《关于推进全域
旅游发展的若干意见》，为当地
2019年创成国家全域旅游示范
区鼓劲加油。

为推进旅游主业化、 全域
景区化、服务品质化，加快旅游
产业转型升级，《意见》提出了
该市旅游发展的总体思路，明
确了旅游发展目标。提出通过
设立旅游发展专项资金、优先
保障用地、加大金融信贷支持
等方式来加大对旅游产业发
展的扶持力度。并设立专项奖
励、奖补资金来支持编制旅游
发展规划 、 鼓励旅游景区建
设 、 推动乡村旅游新业态开

发 、鼓励发展景观农业 、鼓励
发展民宿农业、鼓励知名艺术
家来邮设立第二工作室及鼓
励旅游饭店评星创牌、鼓励旅
行社做大做强、 扶持地方旅游
商品开发等。

酒香也怕巷子深。《意见》
指出，要加大宣传促销力度，鼓
励旅游行业协会和旅游企业对
外宣传和投放宣传广告， 鼓励
旅游景区（点）、旅游饭店投放
大型户外广告宣传高邮旅游，
鼓励旅游企业加强网络宣传合
作，鼓励旅游企业参展。对于旅
游人才建设方面，《意见》提出，
对旅游人才引进和培养、 导游
素质提升等分别给予奖励。

农民用水户联合会
实现乡镇园区全覆盖

本报讯 （仁权） 近日，随
着周山镇、送桥镇、高邮镇和城
南新区4家农民用水户联合会的
成立，高邮13家乡镇园区农民用
水户联合会实现了全覆盖。

高邮水利部门在指导组建
工作的同时， 还对农民用水户
联合会提出了管理服务到位、
水价核定到位、水费收缴到位、
地方监管到位的“四个到位”要

求， 以确保到2020年全面完成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目标任务。
据悉， 我市将对农民用水户联
合会给予政策倾斜， 通过研究
制定 《高邮市小型农田水利设
施维修养护资金筹集、 使用与
管理办法》、出台《高邮市农民
用水户联合会奖励考核办法》，
充分发挥其在农田水利工程建
设和管护方面的主体作用。

建成了以高邮农业信息网
为中心，以“12316”三农热线、
惠农短信平台为支撑， 以高邮
日报 、电视台节目 、广播电台
节目为依托的农业信息综合
服务平台，采集惠农短信用户
8000余户，年发送短信30多万
条次。全市拥有物联网技术应
用点30个，全面启动农业信息
入户整县（市）推进工作。率先
在扬州实施农村淘宝项目，成
功举办了“2016阿里高邮年货
节 ”、两届 “美味高邮 ”农产品
电商博览会；新增农村电商销
售企业45家，全市实现农产品

网上销售4.3亿元。成功获批省
级农村电子商务示范市、阿里
巴巴农村淘宝最美县域、江苏
省首批蚂蚁金服 “旺农贷”试
点城市称号。

积极组织实施了稻麦、瓜
菜、畜牧、水产科技入户工程和
挂县强农富民工程， 建设标准
化村级科技服务站68家 ，2017
年， 实现农业服务体系健全率
94%， 全市农业科技贡献率达
到65.2%。大力实施农民培训工
程， 每年开展各类农业培训80
多期，培训农民6000多人。

兴锋 智慧 业斌

高邮农业发展紧紧围绕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

围绕“三保”促发展 农业迈上新台阶
近年来，高邮农业发展

紧紧围绕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主线，保供给、保收
入、保生态，农业现代化发
展迈上了新台阶，为建设
“强富美高”新高邮作出了
积极贡献。

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平稳增长， 全市
粮食面积每年基本稳定在170万亩以上，
稻麦周年高产，连续5年获省农委“吨粮
县”称号，成为全省首批8个“吨粮县”之
一。畜禽规模养殖比重逐年提升，拥有畜
禽规模养殖场（户）达631家。新增水产养
殖面积4.37万亩 ， 累计实现养殖面积
50.29万亩；新增设施渔业面积4.66万亩，
累计建成设施渔业面积12.51万亩；水产
品产量增加0.63万吨。

近5年以来，全市累计新增
造林面积3.74万亩， 实施3个绿
化整体推进镇、32个绿化整体推
进村、60个绿化示范村。 全市建
设大中小型畜禽养殖场沼气工
程37处、秸秆沼气集中供气工程
13处；逐步实现农村能源与农业

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机结合。
实施了粮食绿色高产创建与

复合种养示范片30个， 推广稻
鸭共作1800亩、 绿色增效种养
殖新模式2500多亩， 开展粮豆
轮作万亩示范区2.4万亩， 建成
高标准粮田2.6万亩， 切实增加

A
农业生产能力
持续增强

B绿色发展优先 项目建设成绩斐然

C发展农业信息化 服务农民全覆盖

邮城生态美 飞鸿踏雪欢

文字解读 玉梅

为发展生态旅游， 高邮组织在高邮湖滩种植下万亩油菜。
春季到来时，湖滩郊野公园将再现万亩油菜花胜境。 林山 摄

了农田、水面亩均综合效益，大
力促进农业结构持续优化。

该市每年都组织人员赴全
国各地开展农业百日招商活
动，近5年以来，全市共成功实

施总投资5000万元以上农业重
大项目75个。其中，投资体量亿
元重大项目23个； 农业重大项
目总投资46.8亿元、 注册资本
12.85亿元，已到账31.2亿元。

去年高邮
成片造林1.218万亩

本报讯 （才志 业斌） 近
日，笔者从高邮市农委获悉，在
刚刚过去的2017年， 高邮绿化
工作取得了骄人业绩， 全市共
成片造林1.218万亩，实际完成
扬州市下达任务的254% 。

据了解，2017年扬州市下达
该市成片造林任务面积4800亩，
该市自我加压全年新增成片林1
万亩，更新造林2000亩，超额完
成扬州市下达的任务以及高邮
市年初确定的目标。其中，高新
区、城南新区、临泽镇、汤庄镇、卸
甲镇、高邮镇均超额完成年初下
达的目标任务。高新区共完成造
林面积1625亩，名列全市第一。

去年高邮成片造林主要有

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一是 “三
沿”（沿湖、沿河、沿路）绿化特
色明显，全市共完成“三沿”区
域绿化5841亩。二是“三化”树
种得到进一步示范推广， 全市
共栽种珍贵化、彩色化、效益化
树种5764亩 ， 占全年植树的
47.3%。 三是特色经济林持续
发展，全年共新增薄壳山核桃、
桃、梨等经济林果375亩，为林
业长期发展起到了示范带动作
用。同时，全市村庄绿化亮点纷
呈、 林业有害生物防控成效显
著、林业资源管理全面加强，全
市建成省级“三化”示范村5个、
省级绿化示范村4个，并顺利通
过省级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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