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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邗江中学系国家级示范高中、江苏省首批四星级高中。个性鲜明的学校文化，创新求变的管理探索，
丰富多彩的课程体系，激发潜能的教育方法，都是我们对办好让人民满意的教育的扎实努力。5月19日（星期六）
上午8：00—11：00，家长同学期待已久的江苏省邗江中学2018年校园开放日将如约而至，届时，我们将细致回

答您对新高一招生、新高二学生选科、新高三学生学习策略等方面的咨询。诚邀市直、邗江的各界人士，领略

5月邗中美景，共享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耳闻不如身历，高歌猛进的邗中必将因为您的加入而更精彩！

江苏省邗江中学
2018年校园对外开放及招生咨询会

电话：0514-87983601、87983605、87983606 网站：www.hjzx.net 地址：扬州市百祥路148号（西区大润发向西300米）
乘公交车21路、72路、1003路、101路、101区间路至“邗江中学”站即达。或乘公交车26路、1001路、88路、1003路、旅游专线、101区间
车、89路至“刘伟口腔”站下，沿文昌西路向东走100米至红绿灯处右拐即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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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吴生锋） 昨日上午，市委书
记谢正义在市财政局专题调研。他强调，市财政
系统思想大解放是全市思想大解放的重要组成
部分， 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 以财政系统的思想大解放推动发展
高质量，以科学的聚财理财保证“三大攻坚战”，
保证省委、省政府重大决策部署和市委、市政府
重大工程落实落地。 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陈
扬，市委常委、秘书长陈锴竑参加调研。

调研中， 谢正义听取了全市财政工作情况
汇报并给予了充分肯定。 他说， 党的十八大以
来，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可用财力、财政现
金流均同步大幅增长，“两报告三文件” 中重点
工作涉及的财政支出全部兑现到位， 以小微企
业创业创新基地城市示范、 跨江融合发展为代
表的对上政策争取工作创历史之最； 财政管理
体制改革精准、坚定、有力，市财政调控能力和
调节水平不断提高，为推动全市改革发展、提高
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提供了重要支
撑和保障。

谢正义指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必须以思想大解放来推动发展高质量。财政
工作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和综合体现，财
政系统思想大解放的广度和精度影响着发展高
质量的层次和水平。 全市财政系统要认真学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以思想
大解放推动发展高质量， 科学聚财理财， 保证
“三大攻坚战”，保证省委、省政府重大决策部署
和市委、市政府重大工程落实落地。要主动支持
基本产业发展、科创名城建设，为扬州培育经济
发展新动能、推动经济发展高质量倾心倾力，为
未来的财力固本培源； 要集中力量办好全局性
的民生工程和重大城建工程，为“建设人们心目
中的扬州”、推动城市发展高质量提供坚强的财
力支持；要以金融的思维研究财政运转，进一步
提高财政资金的运作和使用效率，实现以“聚”
为主向“聚、用、转”结合为主转变；要积极探索
和推进公共服务和准公共服务的市场化； 要认
真对照高质量发展要求， 把税收占比等核心指
标抓实抓紧；要多管齐下、全面分析、系统解决，
严格控制好政府债务；要认真研究国家、省财政
政策，积极争取上级支持，在“三争”上有大举措
和新突破。

谢正义要求，要加强财政系统内部建设，牢
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决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坚决与党中央保持
高度一致，确保财政系统在政治上坚定可靠。要加强财政系统业务学习
和政策研究， 提高在全市全局的政治站位和专业化水平， 做到说内行
话、信息要准确、工作要到位。要抓住关键环节，加强制度建设，营造风
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为全省创造可借鉴可复制可推广
的扬州经验
刘华参加调研 谢正义陪同

王立科来扬调研社会治理创新和综合执法工作，要求———

本报讯 （记者 吴生锋 邹

平） 昨天下午，省委常委、政法委
书记王立科来扬调研社会治理创
新和综合执法工作。 他要求扬州
坚持探索性、 创新性和引领性发
展，进一步加大改革创新力度，进
一步提升老百姓安全感、 获得感
和幸福度， 为全省社会治理创新
创造可借鉴、可复制、可推广的扬
州经验。 省检察院检察长刘华参
加调研。 市委书记谢正义陪同调
研。

王立科首先来到东关街道社
会治理网格化服务指挥中心，详

细了解古城街道网格化管理推进
情况并给予了充分肯定。 东关街
道将辖区划分为79个社区基础网
格，选配79名网格长，领衔专职城
管、社区民警、志愿者等2360名网
格员，精准服务网格内居民、驻地
单位与商户。王立科说，社会治理
要从居民身边小事做起， 及时解
决群众最关心关注的问题， 通过
创新提升老百姓幸福度和获得
感。 蜀冈—瘦西湖风景区综合行
政执法改革， 是此次调研的一项
重点内容。 王立科走进旅游警察
警务服务站和景区综合行政执法

局，看望慰问基层警务工作者，仔
细询问综合行政执法操作流程。
景区新组建了综合行政执法局，
联合公安、交警、市场监管、属地街
办等开展混合编组、联合巡查，集
中行使155项行政处罚权，着力解
决各类城市管理问题和旅游乱
象，市容环境面貌、交通旅游秩序、
市民游客满意度得到明显提升。

王立科指出， 省委娄书记提
出奋力推进探索性发展、 创新性
发展、引领性发展，对社会综合治
理工作而言就是要以改革创新的
精神来破解发展中遇到的各种问

题。 扬州无论是城市规划建设还
是社会治理创新， 均走在全省前
列， 希望扬州进一步加大改革创
新力度，通过简化前道执法程序、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来提升综合执
法效率，使得服务群众更方便、打
击违法犯罪更直接， 不仅把城市
管理好， 还要大幅提升老百姓安
全感、获得感和幸福度，为全省创
造可借鉴、可复制、可推广的扬州
经验。

谢正义汇报了相关工作。他
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提出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扬州认真贯彻落实这一要求，
系统思考谋划城市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工作。近年来，扬州
根据现有人口和公共资源的分
布，科学合理划分社区和网格。同
时， 始终坚持将公安干警作为城
市第一形象、第一力量，不断强化
装备和人员配置， 加大对景区综
合行政执法等改革探索， 为推进
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打下坚实基础。

副市长、 市公安局局长宫文
飞参加活动。

无人机技术“护航”大型油田
扬东科技落户市开发区不到一年开花结果

本报记者 吴丹 嵇尚东

日前，2017年度扬州市“绿扬
金凤计划”拟资助人选公示，江苏
扬东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徐
宏哲名列其中。 自去年落户市开
发区以来， 扬东智能研发的产品
和行业应用解决方案已服务于中
海油、胜利油田、辽河油田等多家
大型企业。

徐宏哲，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飞行器设计专业博士毕业， 曾担
任上海东古航空科技有限公司技
术总监、 副总经理，2017年9月至
今担任扬东智能总经理。“我和公
司其他创始人都曾在央企工作，
研发自动飞行控制技术。”徐宏哲
说，“非常感谢市开发区的支持，
他们对空地一体化安防联控系统
项目非常重视， 提供的优惠政策
和指导意见有利于公司快速发
展。”

空地一体化安防联控系统，
由集成化空地一体监控平台统一
协调高性能旋翼无人机和履带式

消防机器人， 实现空中和地面无
人化操作的统一联动、综合监管，
为各级安防单位的安全作业提供
自动化设施保障。

据了解， 扬东智能落户市开
发区不到一年， 其生产的核心电
控系统模块已装备应用在上海东
古航空量产交付的多款无人机
上，经过高寒、高原、强风和强电
磁辐射等极限检测， 获得了中国
航天国家级检测机构和国家公安
部的权威检测认证， 正在为中海
油、胜利油田、辽河油田和马鞍山
消防系统等企事业单位提供安防
服务。

“扬东智能团队虽成立时间
短，但研发能力强而高效，我们要
在扬州做国内首家实现空地一体
化安防联控平台并运营的企业。”
徐宏哲解释，借助这个平台，可实
现空中无人机和地面机器人联合
作业。 公司计划将核心组件的研
发逐步搬到扬州， 将扬东智能打
造成国内无人机产业研发的 “火
车头”、 （下转4版）

宁启动车通行两周年，改变市民出行习惯

扬州站日均客发
增长近一倍

“清明”“五一”旅客最多，重庆方向最热门

我国首座公铁两用悬索桥建设取得新进展

五峰山长江大桥
南主塔封顶

该桥系连淮扬镇铁路控制性工程

详见2版

详见5版

“美丽中国长江行”网络主题活动走进我市

24家网媒聚焦扬州生态建设
先后采访江淮生态大走廊建设、公园体系建设等

详见5版

提个醒

余额宝
单日提现
额度大缩水

●6月6日开始实行 ，
额度5万元降至1万元

●只涉及快速转账功
能，普通转账没限额

出把汗

扬城今日
还将出现
35℃高温天

●昨日最高温35.3℃，
成今年首个高温日

●今或将出现强对流
天气，明后天气温降

详见6版

详见4版

详见6版

点个赞

扬州好人
跨国捐献
造血干细胞

●王永系我市首位涉
外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将用于挽救德国一
名白血病患者的生命

市民乘坐发往南京的早班动车。资料图片

采访团参观采访马可波罗花世界。乔国军 摄

无人机拍摄的五峰山长江大桥南主塔。新华社发

确保省园博园顺利开园
夏心■等参加调研

费高云来扬调研省园博园建设———本报讯 （记者 吴涛） 昨天
下午， 副省长费高云来扬调研省
园博园建设工作。他强调，要紧锣
密鼓推进省园博园建设， 确保省
园博园顺利开园。 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厅长周岚、代市长夏心旻、
副市长何金发， 市政府秘书长尤
在晶参加调研。

费高云一行实地察看了枣林
湖大坝、 省园博园主展馆、 常州
园、民俗村、扬州园、园冶园、铜山
体育特色小镇等处， 了解省园博
园工程建设情况。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费
高云认真听取了省园博会筹备情
况的汇报， 充分肯定了省园博园
建设取得的成绩。他表示，省、市

以及相关部门配合有力， 目前省
园博园建设正在按照序时进度紧
锣密鼓进行。

费高云表示， 要充分认识到，
省园博会的举办是仪征推进高质
量发展、经济转型发展的一次重大
机遇，更是仪征推动长江经济带发

展，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的
一张名片。要抓好机遇、利用好机
遇，最大限度放大园博园效益。

对于省园博园下一步建设，费
高云强调，要狠抓省园博园工程进
度，紧前不紧后；要确保省园博园
施工质量， 树立精品工程意识；要

抓好园事、花事工作筹备，通过丰
富多彩的活动把人留下来；要尽早
谋划开幕式与相关活动组织筹备，
按照“隆重、喜庆、节俭、安全”的要
求制定好方案， 争取一炮打响；要
进一步加强筹备工作统筹协调，注
重发挥好“后园博会”效益，形成永

不落幕的园博会，使园博会效应发
挥到最大；同时注意做好资金平衡
工作，防控债务风险。

夏心旻表示， 扬州高度重视
“两园”建设，将倒排工期，在确保
工程质量前提下，全力以赴推进各
项工作，确保如期完成建设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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