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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习近平对防汛抢险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新华社北京7月19日电 7月以来 ，
我国多地出现大到暴雨，长江发生2次编
号洪水，嘉陵江上游、涪江上游、沱江上
游发生特大洪水， 大渡河上中游发生大
洪水，黄河发生1次编号洪水，部分中小
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今年截至7月18
日，我国已有27个省（区、市）遭受洪涝灾
害，造成2053万人、1759千公顷农作物受
灾，因灾死亡54人、失踪8人 ，倒塌房屋
2.3万间，直接经济损失约516亿元。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对当前汛情高度重视并作
出重要指示， 近期全国部分地区出现强

降雨，四川、陕西、甘肃等地一些河流出
现超警水位，有些地方洪涝灾害严重，有
的地方引发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 造成
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习近平强调，当
前，正值洪涝 、台风等自然灾害多发季
节，相关地区党委和政府要牢固树立以
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全力组织开展抢险
救灾工作， 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妥
善安排好受灾群众生活，最大程度降低
灾害损失 。要加强应急值守 ，全面落实
工作责任 ，细化预案措施 ，确保灾情能
够快速处置。要加强气象、洪涝、地质灾
害监测预警， 紧盯各类重点隐患区域，

开展拉网式排查，严防各类灾害和次生
灾害发生。国家防总、自然资源部、应急
管理部等相关部门要统筹协调各方力
量和资源 ， 指导地方开展抢险救灾工
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
社会稳定。

受灾地区已启动应急响应， 积极统
筹谋划、细化措施、科学应对，全力做好
险情巡查抢护、水毁设施抢修抢通、人员
转移安置等工作。 国家防总、 自然资源
部、 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赴防汛第
一线， 督促指导地方开展防汛抢险救灾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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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评论员

国家有国家的梦想， 城市有城市的追求。
今年3月，省委书记娄勤俭在扬州调研时指出，
“扬州要在历史上三度辉煌的基础上， 争创城
市的第四次辉煌。” 我们要进一步推动思想大
解放，转换角度、高度和速度，以更加自觉和强
烈的历史担当，争创扬州发展的第四次辉煌。

历史上的扬州，创造了兴盛于汉、鼎盛于
唐、繁盛于清的三次辉煌。回顾历史，扬州汉代
兴盛的主动能是吴王刘濞“即山铸钱、煮海为
盐”，凭借的是天然物产资源；唐代繁盛的主动
能是借助大运河的航运优势成为全国漕运的

中心，凭借的是交通枢纽地位；清代鼎盛的主
动能是康乾二帝给予盐业特殊政策，凭借的是
独特政策 “红利”。 历史给予我们最重要的昭
示———一个城市只有在服从服务国家大局中，
才可能兴旺发达。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
的担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
正在全力推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新时代是一个奋进的时代、一个大有机遇
的时代、一个大有作为的时代，扬州的发展迎
来了新时代再创辉煌的重大历史机遇。党的十
八大以来，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扎实推进“强富美高”新
扬州建设，为争创城市发展第四次辉煌奠定了
坚实基础。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这
一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
力实现这个目标。

国家兴，则城市兴。实现我们的目标，开创
我们的未来， 需要我们在时代大势中定位自
己、勇于担当，在国家大局中抢抓机遇、奋发有
为。我们要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积极抢抓
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 大运河文化带等重
大机遇；积极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大力实施南
水北调东线工程和江淮生态大走廊建设工程；
成为全省发展大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立足
自身、错位竞争、特色发展，在融为一体中做强
自己。

争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第四次辉煌，核心
是坚持创新引领，打造一座充满生机的新兴科
教创新名城。今天世界上充满生机活力的世界
名城，基本都是科创名城。清华大学教授黄来
强曾经分析过美国硅谷的成功经验，核心就是
教育、科学、包容与创新。在《城市的胜利》一书
中， 爱德华·格莱泽把印度班加罗尔的成功归
结于科技、教育和创新。这也启示我们，必须坚
定不移把建设新兴科教创新名城作为再创辉

煌的主航道，聚焦打造新兴软件名城和大学生
城，坚持以创新为第一动力、人才为第一资源，
大力培育以基本产业为支撑的现代特色产业

体系，加快构建以实验室、科技综合体、三大创新板块为支点的科技创
新生态系统。要把已经形成共识、已经成就品牌的事情继续做好，努力
建设人民满意历史传续的公园城市， 通过公园体系满足人才对城市的
美好向往，用“聚”了多少人、“来”了多少人、“出”了多少人来衡量城市
创新活力指数， （下转2版）

思想大解放
发展高质量

让基层党组织力量更澎湃
实现组织共建、品牌共创、难题共解，形成多维互动、多面联系、多样服务、多方共享

汶河街道推行新时代党建“五联十问”工作法，责任传到“神经末梢”、任务落到“基层细胞”

通讯员 周仙萍 朱平 本报记者 赵天

党的力量来自组织， 组织能使力量倍
增。

近日， 由广陵区汶河街道党工委牵头
组织的“新时代文昌商圈党建联盟”成立。
在联盟成员名单中，既有驻地党政单位，也
有百姓关注的学校、医院、银行，还有餐厅、
百货商场、 家电卖场以及连锁药店等15家
企业。这个区域化党建联盟，是基层党建工
作从条线向块状转化的一次尝试， 也是汶
河街道探索推行新时代汶河党建 “五联十
问”工作法的一个成果。

所谓“五联”，即组织联系组织、书记联
系代表、班子联系党员、党员联系骨干、骨
干联系群众， 联出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
作用，联出民情民意诉求的双向快车道，联
出党员干部团队形象， 联出党员的先锋模
范作用， 联出骨干的中坚带动力。“十问”，
即问组织、问单位、问个人、问目标 、问思
想、问学习、问文明、问文化、问民生、问安

稳，通过问人问事，问出初心、问出担当、问
出成效。最终实现组织共建、品牌共创、难
题共解，形成多维互动、多面联系、多样服
务、多方共享。

“‘五联十问’工作法，是结合新时代、
新担当、新作为与老城区、老街巷、老居民
实际，总结工作实践、凝练工作特色而形成
的。”汶河街道党工委书记牛耕耘说，为服
务广大党员群众需求， 该街道通过建立一
个“党建联盟”，让基层组织堡垒更有力、组
织体系更坚强； 以办好办实一批 “书记项
目”示范引领，让“头雁效应”更凸显；实现
“要情速递”，让党群互动更合拍，最大限度
画出党群同心圆。

党建联盟，使战斗堡垒更坚强

汶河街道，地处城市核心地带，是扬州
的“城市客厅”，只有2.6平方公里的土地，
却有6万多常住人口、10多万流动人员和44
个老小区、4个农贸市场、9所学校、184条街

巷……面对辖区商户云集、 人口结构复杂
情况，一个街道党组织怎能包打天下？

为此，汶河街道党工委通过组织联盟、
单位联合、党群联心、各方联手、平台联动，
建起了一个新时代“党建联盟”。

前不久，公益组织“润玉堂”歌舞艺术
团来到一家养老院， 为老人们送上了精彩
演出，传递新时期精神文明建设、共建和谐
社会“好声音”，受到好评。

“润玉堂”是我市首家“好人艺术团”。
爱的半径，通过党组织力量不断扩大。2016
年，“润玉堂”党支部成立。党支部培育发展
阶段，街道党工委、社区党委先后送学、送
资金、送资源进支部，解决了支部实际困难
32件，解决支部党员需求52条。

在党组织引领下，“润玉堂” 累计开展
大型公益慰问演出77场次， 足迹遍布乡镇
街道、企业、学校等，资助帮扶困难学子102
人，慰问困难残疾人家庭70户，慰问军属烈
属4户。

联盟是将现有的力量汇聚起来， 形成

一股磅礴的力量， 更好地服务好商家、店
家、百姓和游客。同时，可以把党的建设责
任传导到“神经末梢”、任务落实到“基层细
胞”、养分供应到“毛细血管”，让战斗堡垒
更有力、组织体系更坚强。

石塔农贸市场，曾是文明城市创建“攻
坚点”。如何实现农贸市场规范化、常态化
管理？为此，街道党工委将党支部“建在市
场上”， 通过党员志愿者上门宣传文明知
识、向商户征求意见办实事，建立农贸市场
疏导点文明驿站，用志愿服务抢占“文明高
点”。一个党支部，将城市文明的“痛点”悄
然变成“示范点”

“哪里有需要，我们就把党组织建到哪
里，不断织细织密‘党建联盟’。”在汶河街
道党工委看来， 党的政策依靠党组织执行
落实，党组织依靠一个个“细胞”渗透到基
层，这些“细胞”就是党员干部。

在新时代文昌商圈党建联盟成立仪式
上，汶河街道党工委还向非公企业、“两新”
组织党组织、 （下转2版）

每天推送原创深度文章，精彩值得期待！

“一本政经news”微信公众号

今日上线

出征，
向着“政”前方！

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特质，叫红色基因；
有一种风雨兼程的前行，叫党报情怀。
60多年前诞生的《扬州日报》，是扬城

的第一政经大报。 如果将60多年的报纸铺
展开来，就是一幅风雷激荡的历史画卷；如
果将其叠加起来， 就是一座雷霆万钧的时
代丰碑。

时光易逝，岁月如歌。党报人的身后，
是黄金时代的高歌猛进。抬望眼，风展旗帜
如画。移动优先、用户至上，我们必须唱响
新时代“居高声自远”的大风歌。

出征，向着“政”前方！我们有着
党报人的光荣与梦想

面对舆论格局深度调整、 新闻业态快
速迭代，仅仅一份平面的报纸，难以跟上时
代的车轮。让党报动起来、活起来、飞起来，
是移动互联网时代，党报人的骄傲宣言。今
天，《扬州日报》新生微信公众号———“一本
政经news”应时而生。一个抢占舆论制高点
的 “一体两翼” 大阵仗已经摆开：《扬州日
报》 为本体， 官方微信微博和 “一本政经
news”雄踞两翼。

“一本政经news”，是一本不断翻动和
更新的政经新闻， 更是我们以一本正经的
态度，打造的最主流的新闻。这就是我们在
新媒体领域开疆拓土的再出发， 是党报构
建主流传播的新征程。

出征，向着“政”前方！我们有着
党报人坚定转型的清晰路径

主流、权威、深度，这是《扬州日报》生
命根基。更主流、更权威、更深度、更新锐，
这是“一本政经news”的新精彩。

融媒体时代，我们坚定转型。做好政经
新闻的初心， 是我们向着移动互联网出征
的起点；清晰、理性、洞见，是我们新媒体产
品的“流水线”；“风向标”、“组合拳”、“定音
锤”，是我们政经大报“长出”的新锐媒体的
终极追求。

“一本政经news” 将打造一批精品栏
目：直通8号，第一时间传递市委市政府的
最新思想和观念；观见扬州，以最精巧的角
度深度剖析本土新闻事件；掌上风云，以扬
州视角纵横天下、捭阖时势；美女有“财”，
党报新锐美女记者聚焦财经热点……还有
“扬眉剑”、“这人有料 ”、“往事钩沉 ”、“湖
畔”等一批既“有意义”也“有意思”的新栏
目。我们就是要，构建政务新闻报道的全新
话语生态，形成直抵百姓心田的舆论场。

出征，向着“政”前方！我们有着
党报人攻坚克难、砥砺奋进的锐气

即便是唱衰纸媒的今天， 我们依然坚
信，再坚硬的土地，都能刻下属于党报人的
时代印记；再艰难的困局，都有党报人破茧
而出、生命拔节的脆响。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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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主流媒体作用，力争成为茶行业引领者———

本报推出“茶味人生”栏目
■创新：联合知名茶行业媒体成立“茶媒体联盟”
■亮点：打造虚拟茶网红“茶掌柜”和“茶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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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顿饭”看
扬州精致交通
精致在哪儿

市委书记为啥频提“灯光指数”？
“政经君”带你看璀璨灯火里的扬州

科技综合体
有一种灯火叫
“希望之光”

一顿午饭让外地司机毛玉宇对
扬州高速公路服务区赞不绝口———

7月18日， 扬州市竹西社区居民展示领
取的文明积分卡和家庭专用厨余垃圾回收

桶。当日，扬州市“厨余饭后”竹西社区厨余
垃圾回收点在月明苑居民小区正式启用。该
回收点拥有专业厨余垃圾回收设施、信息化积分管理系统等，每天定时
收集小区内的厨余垃圾，由专业第三方机构处理降解成生物肥料，实现变
废为宝、资源再生。居民垃圾回收累计的“文明积分”可在指定地点兑换日用
品、抵用物业费等，充分调动了居民参与积极性。 新华社发 （庄文斌 摄）

新华社播发图片专题点赞扬州———

厨余垃圾 变废为宝
主流媒体
聚焦扬州

大运河畔的扬州金融集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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