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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大解放抓在实处
发展高质量走在前列

钱峰主持会议

区委召开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动员部署会，张耀武强调———

本报讯 （陈云飞） 6月12日
下午， 区委召开全区解放思想大
讨论活动动员部署会， 学习贯彻
中央关于进一步解放思想、 将改
革进行到底的最新要求， 认真落
实省、 市委关于解放思想大讨论
活动的部署要求， 动员全区上下
掀起新一轮思想大解放的热潮，
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强富美
高”新邗江凝聚思想共识、提供精
神动力。 区委书记张耀武出席会
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钱峰
主持会议，王庭国、陈佳宏、朱跃
龙、周冬梅、朱发奎、徐明等区领
导参加会议。

张耀武指出， 全区各级要提
高政治站位， 深刻认识开展思想
解放大讨论活动的重要意义。要
深刻认识开展思想解放大讨论是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 落实省市委决策部署
的迫切需要， 是推动邗江高质量
发展的现实需要， 是打造勤廉兼
优干部队伍的客观需要， 要把解
放思想作为一种行动自觉长期坚
持下去， 推动新时代邗江改革发
展取得更大成效。

张耀武强调，要把握目标要
求，找准谋实解放思想大讨论活
动的主攻方向，以思想大解放推
动各项工作取得新突破，重点要
实现“五个新提升”：一是在推进
跨江融合上实现新提升，以大讨
论活动为契机，围绕如何推进跨
江融合 ，进一步理清思路 、谋实
措施 ，做好 “对标找差 、对接合
作、对外联动”工作。二是在推动
经济高质量发展上实现新提升，

以解放思想大讨论为抓手，清除
与新发展理念不相适应的地方，
以创新的思维和办法解决经济
高质量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突
出抓好 “四个量 ”，即规模总量 、
亩均产量、科技含量、生态容量。
三是在促进城乡融合上实现新
提升 ， 着眼于构建新型城乡关
系，坚持城市繁荣、乡村振兴“两
手抓”，通过进一步解放思想、创
新思路 ，着力推动 “空间布局最
优化 、基础设施一体化 、公共服
务均衡化”， 把邗江半城半乡的
区域特点转化为城乡联动、互动
共荣的发展优势。四是在深化改
革开放上实现新提升，以纪念改
革开放40周年为契机，推动实现
“服务高效率、改革高质量、开放
高水平”。 五是在提振党员干部

干事创业精气神上实现新提升，
在保持政治定力、 纪律定力、道
德定力、 抵腐定力的前提下，重
点要提振 “争先率先的志气、创
新创优的锐气 、 担当负责的勇
气”， 充分激发广大党员干部勇
于担当、奋发作为的发展热情。

张耀武强调，要加强组织领
导，确保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取
得预期成效 。根据省 、市委统一
部署，这次大讨论活动以党员干
部为重点，面向全区广大干部群
众 ，从现在开始到年底 ，分为宣
传发动、学习讨论、实践转化、持
续深化四个阶段。全区各级党组
织要周密安排部署，强化责任落
实，切实把活动组织好、开展好。
要坚持领导带头 、 增强活动实
效 、注重统筹兼顾 ，确保邗江思

想大解放抓在实处、发展高质量
走在前列。

钱峰就贯彻落实会议精神提
出具体要求。他要求，各地各部门
要迅速学习传达、凝聚思想共识，
切实把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省市区委的部署上来，
积极主动参与这次大讨论活动。
要狠抓创新突破、紧密联系实际，
围绕重大项目建设、 迎省运重点
工程、“双过半”冲刺、城市总规修
编、“263”专项行动等工作，加强
谋划、创新机制、狠抓落实，以思
想大解放促进重点工作的有力推
进。要坚持统筹兼顾、提升活动成
效，为加快建设“强富美高”新邗
江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会上，维扬经济开发区、槐泗
镇、区城乡建设局作了表态发言。

区政协视察
重点（高速）道口建设
本报讯 （吕凯 利新 建苏

荣峰 钱伟） 6月11日下午，区政
协视察邗江区“重点（高速）道口
建设”并召开座谈会。区政协主
席陈佳宏主持会议并讲话，副区
长贺宝兰应邀参会，区政协副主
席羊汉江、高长明、沈少林、何晓
华，秘书长彭桂华参加会议。

会上，区交通局局长卢根喜
通报了全区“重点（高速）道口建
设”情况。区政协常委曹晓梅、赵
骅分别作了协商发言。

听取相关汇报后，陈佳宏表
示，重点（高速）道口建设要主动
顺应空间布局的优化，要高起点
规划，高水平建设，又要结合地
方实际情况，量力而行，稳步推
进； 要主动顺应城市产业的发
展， 发挥道口接受城市辐射、带

动农村发展的“节点效应”，通过
道口板块建设，带动周边地区经
济发展；要主动顺应生态功能的
涵育，高品质、有特色，放大生态
效应，调优城市空间；要主动顺
应民生福祉的提升，坚持问计于
民、问需于民，不断完善道口功
能配套，在做好环境美化、生态
绿化的同时，融入休闲、运动等
功能，提升老百姓获得感和幸福
指数。

贺宝兰表示，各地、各部门
将加速项目推进， 完善相关手
续，进一步提升环境，深入研究
规划“道口经济”产业定位。

会前，陈佳宏一行视察了瓜
洲道口、蒋王道口节点、扬州西
道口，并详细了解道口规划建设
情况，以及下一步思路和计划。

春江花月夜艺术馆明年开放
诗渡瓜洲的胜景将全方位立体式展示

本报讯 （雪连 钱伟） 张若
虚的《春江花月夜》，被称为“孤篇
压全唐之作”。日前，瓜洲镇传出
消息， 该镇正在打造春江花月夜
艺术馆， 特别是围绕 《春江花月
夜》为核心主题概念，全方位立体
式展示诗渡瓜洲的胜景和 “长江
运河第一古镇”的灿烂辉煌。

对于《春江花月夜》大家并不
陌生，文史专家介绍，张若虚对故
乡风景非常熟悉， 因而把春天长
江月下夜色描写得出神入化。全
诗三十六句，从月出写到月落，既
有对景物的深情赞美， 又有对人
生的无限感叹， 既有对爱情的热
情讴歌，又有对宇宙的神往探究。
因其立意清高，景象阔大，文辞华
美，充满哲理，而成为唐诗中的千
古绝唱。诗人取景的地点，就是今
天以瓜洲为中心的长江一带。

瓜洲镇文化站相关负责人介
绍， 该镇正在积极筹建打造的春
江花月夜艺术馆是借大运河文化
带发展契机， 充分利用瓜洲老影
剧院闲置房屋进行改造建设，对
影剧院外墙加固， 外立面进行仿
古设计改造， 将影剧院大厅作为
春江花月夜艺术馆。目前，外立面
改造已完成，进入布展设计阶段。

据悉， 春江花月夜艺术馆总
展馆面积480平方米，由扬州大学
华干林教授率领团队执笔撰写布
展脚本，通过“声、光、电”“音、诗、
画、书法艺术”等全方面、多角度
展示“春江花月夜”诗中所描写的
美景意境。 华教授的布展设计理
念主要通过介绍张若虚的生平，
对《春江花月夜》的相关研究文献
收集整理展示，《春江花月夜》同
名诗的收集展示， 以 《春江花月

夜》为名的古今音乐、绘画、书法
收集展示等，并对“春”“江”“花”
“月”“夜” 五大元素进行深入解
读， 将这首千古绝唱艺术地展现
给世人。

春江花月夜艺术馆的布展设
计脚本将在7月中旬完成，届时将
组织专家论证， 论证修改后进入
布展设计招标， 年底完成整个布
展工作。

据悉， 古镇开发的核心区位
于东片老镇区范围， 东侧紧邻伊
娄运河，面积约420亩，预计投资
总额在30亿元左右。 春江花月夜
艺术馆是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中的
重点项目， 未来瓜洲将以打造古
镇核心区为契机，串联古渡公园、
葵园、江口老街等，再现瓜洲深厚
历史文化底蕴， 做大全域旅游强
镇大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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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贵 利新 钱伟

省运会、 省园博会两大盛会开幕时间越
来越近，为了保证优良空气质量、打造优美城
市环境， 据悉， 邗江区适时开展了扬尘整治
“百日行动”，全面落实扬尘防治各项措施，严
格执行重大活动期间空气质量管控方案，确
保以“蓝天白云”迎接两大盛会。

狠抓13条“硬杠杠”

确保降尘设备常态化运行

工地扬尘污染备受市民关注，6月2日起
至9月10日为期100天的扬尘整治 “百日行
动”，要求突出抓好工地周边围挡、物料堆放
覆盖、土方开挖湿法作业、路面硬化、渣土车
辆密闭运输等13条扬尘控制措施的落实。“13
条要求是‘硬杠杠’，从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
运，到施工现场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都作了
详细要求，条条都得把关。”区城建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

近年来，邗江区各工地冲洗设备、雨雾大
炮等降尘硬件基本配备到位，本次行动的核心
要求是检查各设备使用情况，确保降尘设备常
态化使用。“特别是 ‘三池一设备’（车辆过水
池、沉淀池、过滤池及车辆清洗设备）、洒水降
尘等常态使用至关重要。”上述负责人表示。

“这次行动我们明确了任务，突出了重点，
充分做到‘源头’和‘末端’相结合、‘事前’和
‘事后’相结合、‘人防’和‘技防’相结合，开展
集中整治，严格执法监管，健全长效机制，努力
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上述负责人表示。

巡查、惩戒多手段并用

对扬尘污染行为“零容忍”

为确保扬尘整治“百日行动”扎实推进，6
月初，邗江区制定了强有力的行动举措，重点
强化全天候巡查、不间断督查。行动期间，全
区组建6个检查小组， 加上市局的督查小组，
共7个小组开展联合执法，实行“日查、旬报、
重点监管、 问题督查” 相结合的动态监管机
制， 对检查中发现的扬尘管控措施不到位问
题，依法从严从重从速处理。

同时邗江还将加大惩戒力度，对“百日行动”开展后仍存在问
题的项目，按照上级要求，将毫不留情予以处罚，除了扣除信用分，
勒令停工，给予罚款等手段外，最严厉的是一票否决，凡屡次发生
扬尘污染的项目，取消该项目建设系统所有评优评先资格。

落实责任、协调配合

确保整治工作取得实效

如何确保扬尘整治工作取得实效？区政府分管负责人表示，将
从责任落实到位、协调配合到位、督查问责到位三个方面入手。“建
设单位是扬尘整治第一责任人；施工单位是扬尘整治直接责任人，
要按标准规范组织施工，制定具体的施工扬尘治理实施方案；监理
单位要履行日常监督责任，发现违规行为及时纠正、及时通报。”该
负责人介绍，此外，城建、房管、城管、交警、水利、交通等部门需各
司其职，通力协助把扬尘管控好，推动空气质量持续向好。区城建
局将依托“建筑市场信用管理信息系统”，记录企业、个人不良行为
和得分，对扬尘防治不力的亮“黄牌”，限制在扬州承接业务；对情
节严重、影响恶劣的直接亮“红牌”，清除出扬州建筑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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