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致力于为全市工业

园区 、特色园区 、开发区
进行系列新闻宣传，传播
园区转型升级的正能量，
展示创新创业的时代风

采 ，秉承 “主流 、权威 、深
度 ” 办报理念的扬州日
报，将依托自身品牌的公
信力和权威性，在经济新
闻版开辟“转型·升级·创
新———看扬州园区高质

量发展系列报道” 专栏，
初步设置栏目有热点关

注 、 转型升级一把手访
谈、党建、园区速递、特色
产业、 领军企业风采、政
策前瞻等，对园区进行全
方位 、多角度报道 。欢迎
全市广大园区提供新闻

线索。联系人：李先生，手
机号码：18952781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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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的扬州 ， 飘忽不定的天
气 ，时阴时雨 、乍暖还寒 。前天还
阴雨绵绵、阴冷潮湿，转眼第二天
竟能风和日丽、 气温骤升。3月22
日，扬州迎来了久违的灿烂阳光，
这天恰逢第二十六届 “世界水
日”， 联合国确定今年的“世界水
日”宣传主题为“借自然之力,护绿
水青山”； 这月的22－28日又是第
三十一届 “中国水周 ”。我国纪念
2018年“世界水日”和“中国水周”
活动的宣传主题为 “实施国家节

水行动, 建设节水型社会”。3月22
日上午， 邗江水利局水法规宣传
走进街道、乡镇、学校系列活动正
式展开。

3月22日上午8：30分，邗江水
法规宣传队抵达邗江区汊河街
道， 宣传展台在农业中心大楼前
排开，展台前人头攒动。局机关人
员为现场群众耐心讲解水法规和
节约用水常识， 并为现场群众发
放了宣传册、宣传单，赠送了环保
手袋 。现场一位王奶奶 ，她领着4

岁的小孙女来到水法规宣传台
前，指着宣传展板，为好奇的小孙
女讲述着……。“节约用水从娃娃
抓起”，宣传工作人员迅速抓住这
一瞬间，拍下了这一镜头。老人家
动情地说：“孙女好奇， 看到水法

规现场宣传的图片问这问那 ，这
个宣传形式很好，借这机会，引导
小孩从小养成节约用水的习惯 ，
我还要将宣传资料带回家， 让全
家都来学习， 不能因为现在条件
好了 ，用水就不在乎了 ”。上午在

汊河街道的活动， 吸引了大批过
往群众和周边居民的参与， 忙碌
中，不知不觉已近中午时分。

中午， 邗江水法规宣传队伍
稍事休整，下午两点整，队伍向公
道镇进发，到达公道镇后，水法规

宣传队与湖区管理所、 邵伯湖管
理所、公道镇司法所会合，一同走
进公道初级中学， 在田径场与该
校师生互动， 让学生了解掌握保
护水环境常识，提高珍惜水资源、
节约用水意识。随后，又驱车来到
邵伯湖边巡查湖提， 对部分存在
的问题作了现场取证。 这一天的
行程可谓南来北往、忙碌有加。随
后， 邗江水利局水法规宣传队又
马不停蹄走进杨庙镇、公道镇、瓜
洲镇 、槐泗镇 。他们忙碌的身影 、

敬业的团队 ， “踩着百姓的脚印
走”、“撸起袖子加油干”， 走基层
面对面为群众服务。

今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的开局之年 ，也是 “十三五 ”规划
的深入推进之年。 新征途上新作
为， 邗江水利人必将以更加昂扬
的斗志、更加务实的作风，锐意进
取、扎实工作，为推进邗江水利事
业发展再立新功！

孔凡伟

走街道乡镇 进学校渔村
———邗江水法规宣传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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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集内容

全面征集反映高邮市行政区划
内的自然风光、人文风情、美丽乡村新
貌以及时代发展成就的摄影作品。 重
点征集取材于高邮湖“万亩花海”的摄
影作品。
征集时间

2018 年 3 月至 6 月 6 日（以收到
作品时间为准）
入展作品荣誉设置及稿酬

入展作品 50 幅， 稿酬各人民币
500 元。

以上均颁发荣誉证书，可按中国
摄影家协会之规定累积入会申请积
分。 入展作品稿酬由高邮市旅游局向
入展作者给付。

高邮市旅游局将从首届“湖上花
海 醉美高邮” 全国摄影作品展投稿
作品中遴选 10 幅收藏作品， 用于地
区宣传推广，同时与作者签订独立授
权合同， 并再支付稿酬每幅人民币
2000 元，个人所得税由高邮市旅游局
支付。
征稿细则

1.广大摄影人均可投稿 (投稿数
量不限) 。

2.作品创作时间不限（鼓励新人、
新作），彩色、黑白不限。 单幅、组照均

可，组照由 4-8 幅组成。
3.作品必须反映高邮市行政区划

内的内容，并能指明具体拍摄地点。对
于拍摄地域存疑的作品，投稿者应与
主办方委托的律师共赴拍摄地，经勘
察确定作品在指定地域范围内拍摄
的，有关律师费、差旅费等由主办方承
担；经勘察无法确定作品在指定地域
范围内拍摄的，有关律师费、差旅费等
由投稿者承担；投稿者未配合勘察的，
其作品的入展资格将直接取消。

4.主办单位将统一调取作品的大
尺寸数据文件 （JPG 最高格式压缩文
件建议不低于 5MB）。 请投稿者务必
于接到通知后将大尺寸数字文件（胶
片拍摄的请扫描底片）在规定的时间
内向主办单位提交，逾期不提供者视
为自动放弃资格。

5.该展实行作品公示制度，拟入
展作品将在该展官方网站———诠摄
汇网进行为期 7 天的公示，并在此期
间接受社会监督。公示期满后，中国摄
影报、诠摄汇网将刊登入展作品精选
及入展作者的名单。

6.主办、承办单位有权在著作权
存续期内，以复制、发行、展览、放映、
信息网络传播、汇编等方式使用入展
作品，并可不再支付报酬。

7.禁止该展的评委及其近亲属投
稿，一经发现随时取消一切资格。

8.投稿者应保证其为所投送作品
的作者，并对该作品的整体及组成部
分均拥有独立、完整、明确、无争议的
著作权；投稿者还应保证其所投送的
作品不侵犯第三人的包括著作权、肖
像权、名誉权、隐私权等在内的合法权
益。

9.对于妨害公序良俗的作品及行
为， 一经发现将立即取消入展资格。
“妨害公序良俗的作品及行为”包括但
不限于可能严重误导公众认知、具有
欺诈性质等一切违反法律、道德、公共
秩序或善良风俗的情形。

10.不符合本征稿启事规定的，不
能参选；已入展的，将取消资格；主办
单位有权收回作品稿酬、荣誉证书等，
并可在媒体上通报。

11.该展不收参加费，不退稿，且
不退存储介质。投稿作品在邮寄、发送
过程中损毁、灭失或迟到、未到的，相
关损失及后果由投稿者自行承担。

12. 本征稿启事解释权属于主办
单位。凡投稿者，即视为其已同意本征
稿启事之所有规定。
作品评选

由主办单位组织专家、学者进行

评选。
投稿须知

1.网络投稿：投稿者须在诠摄汇
网“参展”专区（dz.cppfoto.com）“首届
醉美高邮全国摄影作品展”中注册，并
按要求填写真实个人信息。 主办单位
保证不公开或泄露投稿个人非公开
信息。 投稿作品为 JPG 格式，图片统
一处理为长边 600-1000 像素，
文件大小控制在 500KB 以内。
工作人员将对投稿作品进行初
步审核， 符合要求的作品将呈
现于大展官方网站（诠摄汇网、
今日高邮网 www.gytoday.cn）的
作品列表中。

2.光盘、U盘投稿：
光盘、U 盘包装盒上注明

该作品征集的名称， 每幅作品
文件名处注明作品标题， 同时
提 供 作 者 资 料 及 作 品 信 息
（word 文档）。 投稿作品为 JPG
格式 ， 图片统一处理为长边
600-1000 像素， 文件大小控制
在 500KB以内。 无相关资料的
投稿作品， 主办单位有权取消
其参评资格。

投稿作品以光盘（CD-R 或
DVD-R）、U 盘存储形式邮寄

至：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二条 48 号中
国摄影报社活动部 首届 “湖上花海
醉美高邮” 全国摄影作品展办公室
（100007）

联系人：杨旸
电话：010—67014849
3. 网络及光盘、U 盘投稿不得重

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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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邮市位于江苏省中部，是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世界文化遗产“京杭大运河”穿境而过，这里有
丰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旅游资源。
高邮湖为全国第六大淡水湖，烟波浩渺，渔帆

点点，沙鸥翔集，水天一色。泛舟湖上，赏万亩花海
竞相绽放，一片金黄生机盎然，使人顿生心旷神怡
之感。苍茫云海三千里，高邮湖上好风光，一湖花香
闲半日，养生醉心水云间。这里动植物资源丰富，尤
以水产品、家禽和土特产品为甚。高邮的双黄鸭蛋
和麻鸭闻名于世，素有全国“鱼米之乡”之称。
为更好地展示高邮美丽的自然风光、独特的地

域文化和别具韵味的风土人情，提高高邮的知名度
和美誉度，打造高邮“全域旅游”，带动当地旅游发
展，特举办首届“湖上花海 醉美高邮”全国摄影作
品展。热忱欢迎广大摄影爱好者积极参与、踊跃投
稿。

主办单位：中国摄影报社、高邮市人民政府
承办单位 :中共高邮市委宣传部、 高邮市旅

游局、高邮市文联
支持单位：江苏省摄影家协会
官方网站：诠摄汇网（dz.cppfoto.com）
战略合作媒体：腾讯网图片频道 （pp.qq.

com）、 高邮市旅游局官方微信公众号 （心动高
邮 ）、 高邮新闻信息中心 （今日高邮网 www.
gytoday.cn）

关注高邮旅游局官方微信公众号

“心动高邮”，将您的美图+姓名+电话+
地址同时发送给心动高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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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润发超市广陵店肉松销售
区， 执法人员对货架上的肉松类产品
一一进行了排查。销售人员说，宝琼牌
肉松已换包装，为宝琼牌“肉松系列肉
酥”， 产品标准号已由 “SB/T10281-
2007”变为“Q/TCJM 00015”的企业标
准 。“换了包装的 ， 叫肉酥就没问题
了。”“这种也不行。” 执法人员拿起一
款产品说，“怎么能既叫肉松又叫肉粉
松呢？到底是什么？”有一款“儿童肉松
（肉粉松）”也存在同样情况，还有三款
肉粉松产品， 产品包装上已改名为肉
酥， 而超市标价签上居然还打着 “肉
松”。“如果标签名称与产品名称不符，
就涉嫌标注虚假信息， 侵犯了消费者
知情权。”

1.建立走访互动机制

在区级机关、 区直属公司
遴选62名副科职（级）或副总以
上干部，分别挂钩联系62家重点
企业，提供“点对点”服务。各企
业联络员要保持与企业经常性
的对接联系，互动走访每月不少
于1次，深入了解企业市场状况、
经营状况、资金状况、员工状况
等， 搜集企业发展中的问题、诉
求，积极宣传新城各类扶持企业
发展政策， 引导企业以客户、员
工、股东利益为核心，创新产品、
提升品质，用真产品、真服务实

现企业可持续发展。

2.建立问题协调机制

在互动走访中， 要注意搜
集企业发展中的难题、困惑，积
极帮助企业出谋划策、 建言献
计。 对企业反映的问题， 实行
“挂包负责制”， 由走访人员一
包到底， 能现场帮助协调解决
的应立即协调解决， 不能现场
解决的应将诉求和建议搜集带
回， 并主动对接相关部门或领
导，想方设法帮助协调解决，对
依然难以解决的问题连同先期
解决日志一并提交区优化办 ，

由区优化办统一组织问题集中
会办会。

3.建立微信沟通机制

由区优化办负责建立 “新
城重点企业服务群”，作为信息
共享、资源共享、经验共享 、政
策共享、 思想共享以及问题协
调处理的平台。 区优化办要制
定“群规范”，做好群维护，搜集
好微信群中企业问题，跟踪、督
促涉及问题相关部门负责人及
时做出回应、解答、处理 ，提高
服务效率。 入群的相关部门负
责人要对群中企业诉求及时做

出回应、处理，不推诿扯皮 、沉
默以对，真心为企业发展服务。

4.建立动态调整机制

中央提出 “创新 、协调 、绿
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
新城及新城企业要严格贯彻落
实。 对不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方
向、不符合生态环保要求、不符
合安全生产规范、不重视客户、
员工、股东利益的企业，区优化
办将根据走访人员提出的意
见、建议，适时动态调整重点企
业服务名单， 引导企业走高质
量发展之路。 新宣 鲍仁

干部挂包联系
当好企业发展“服务队”近日，扬州市生态科

技新城招商局局长助理

殷欢来到北京充充动力

公司，履行服务企业联络

员职责。殷欢作为生态科

技新城直属公司副科级

干部，负责挂包生态科技

新城辖区企业扬州充充

动力科技有限公司，而扬

州充充动力科技有限公

司是北京充充动力公司

的下属子公司。殷欢向北

京充充动力创始人覃毅

和孙斌了解了企业发展

目前存在的困难与问题，

表示会为企业发展提供

全方位的服务与帮助。

2017年的4月，奉贤区市场监管部
门在巡查中发现，85度C销售的两款
标称肉松面包的产品 （“熏鸡肉松面
包”和“辣味香松面包”），实际使用的
是肉粉松，而不是肉松。扬州的情况如
何呢？近日，我市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对
部分超市和面包房肉松虚假标注情况

开展检查，发现了爱“伪装”的肉粉松，
执法人员当场要求存在问题的产品下

架，并接受调查。

近日，邗江区市场监管局念泗分局对85度C门店等面包
房，针对原材料使用情况开展专项检查。

在四望亭路85度C门店，市场监管人员对柜台上陈列的
面包、进货单据、食品添加剂和原材料包装等，进行了全面检
查。检查中发现，该店在售的熏鸡酥松面包、辣味酥松面包、
海苔酥松面包均使用了肉粉松原材料。“肉粉松可作为食品
原料，用于面包加工制作。”市场监管人员说，质量过关的肉
粉松可放心食用，但使用肉粉松作为原材料的面包，不能对
外称是肉松面包。 本报记者 丁云

产品包装上为肉酥，标
价签却为肉松

执法人员当场要求超市人员，将标有“肉松（肉粉松）”字
样的产品全部下架。对肉酥的标价签标为肉松的，责令超市
将对应产品先下架，待标价签更改到位后再上架。目前，此事
还有待进一步调查处理。

按《食品安全法》第71条规定，食品标签不得含虚假内
容，生产经营者对其提供的标签内容负责。食品与其标签内
容不符的，不得上市销售。

超市当即将标注混乱的产品全部下架

监管部门对“肉松面包”开展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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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市生态科技新城出台机关副科级干部挂包企业制度

殷欢告诉记者，2016年，生
态科技新城在北京设立了扬州
软件园北京众创空间，2017年4
月“充充”入驻北京众创空间，并
获得天杰实业天使轮500万元投
资，7月成为国家发改委智慧城
市联盟会员，8月获得充电宝行
业A轮5亿元最高融资额。 经过
多次调研和交流，扬州优美的城
市环境，生态科技新城激昂向上
的创业氛围，新城人亲商挺商的
工作作风， 彻底打动了充充团
队。去年12月3日，充充动力全国
总部在扬州召开新闻发布会，宣
布正式落户扬州软件园，开启了
战略合作的新征途。

目前，北京充充动力已经在
国内众多城市投放硬件设备，业
务范围涵盖一线发达城市的主
要商业生态和空间。

北京充充动力创始人覃毅
和孙斌向殷欢介绍了企业未来
的发展，希望生态科技新城能够
帮助企业联系对接扬州交投集
团， 实现与扬州交投集团合作，
在停车场系统和智能充电桩方
面展开合作。此外，覃毅和孙斌
也希望寻求生态科技新城帮助，
借助杭集酒店日用品协会和牙
刷协会庞大的全国酒店网络资
源，加快推进北京充充动力布点
全国市场。

当好企业发展“服务队”

提供“点对点”服务 出台四个机制

项目质量优化年
聚焦园区高质量发展

A

B

为进一步营造更加“便利、高效、清亲”的营商环境，引导企业高质量发展，今年新春伊始，生态科技新城
就出台《生态科技新城“服务重点企业”行动计划》。在区级机关、区直属公司副科职（级）或副总以上干部挂
包辖区企业，实行“一个企业、一名领导、一年到头、一抓到底”的监管模式。 据生态科技新城组宣办负责人
介绍，为确保“服务重点企业”行动计划顺利进行，取得实效，该区建立了以下四个机制。

“转型·升级·创新
看扬州园区系列报道”

走进园区
聚焦高质量发展

经济发展局副局长朱韫慧（右）走访挂包服务企业扬州赛马场。

邗江执法人员正在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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