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流觞曲水
荷花映日

去年底， 高邮对运河二
桥西段的“一湖二河三堤”实
施景观绿化提升工程。

该工程既保留了古运

河原貌，又增添了许多新景
观 ， 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
客来此休闲观光。图为古运
河原址九曲桥周边，小桥流
水，荷花盛开 ，一派江南好
风光。 林山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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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陆璐 雷森） 日前，高邮
上半年经济运行“成绩单”出炉：累计
实现GDP337.49亿元 ， 可比价增长
7.6%；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规上工业
总产值、规上工业增加值、工业开票销
售、 工业用电量等经济指标增幅列扬
州各县（市、区）第一。

好态势持续放大。 高邮全市小麦
播种面积82.4万亩， 较去年增加2.2万
亩，总产达33万吨，比去年增长6%。实
现农产品电子商务交易额4.1亿元，其
中蛋品销售2.3亿元。工业继续保持高
速增长的态势， 开票销售连续30个月
保持两位数增长， 主要经济指标增幅
“领跑”扬州。实现建筑业总产值366亿
元，增长17.7%；建筑业税收3.1亿元，
增长60.5%。实现服务业增加值143亿
元，增长8%，占GDP比重达42.4%。净
增服务业重点企业3家。

稳基础继续巩固。“4+4” 产业集
聚明显，机械装备、电线电缆、照明灯
具、 纺织服装四大基本产业累计开票
销售163亿元，增幅达19.2%。新能源、
生物科技、 汽车零部件和电子信息四
个新兴产业实现开票销售62亿元，增
幅31.2%。申报高新技术企业68家，申
请专利3864件、授权2294件，其中发明
专利申请433件、授权55件，万人发明
专利拥有量达7.8件，顺利获批知识产
权强省建设示范市。 全域旅游加快推
进，总体规划通过省旅游局专家评审，
运河西堤风景廊道、滨湖花海、湖上花
海等景区建成开放。上半年，高邮累计
入园游客17万人，增长72.8%。

新动力不断增强。高邮上半年新
增私营企业2587户，增长40.4%；新增
个体工商户4793户，增长19.5%；完成
个转企179户，增长12.6%。出台“精准
招商深化年”实施意见，搭建“10+X”
招商体系 ，组织开展 “春季招商迎节
庆”、长三角地区招商月、上海及长三
角招商周活动，成功举办双黄鸭蛋节
集中签约 ， 全市共组织招商小分队
280批次 ，拜访企业515家 ，洽谈对接
项目355个， 签约产业项目107个。银
行行长服务企业行共走访60家企业，
促成18家企业与银行达成信贷合作。
截至6月底，全市各项贷款余额388.97
亿元， 较年初增加30.08亿元 ， 增长
8.38%。

位于高邮高新区的江苏润寅石墨烯科技有限公司石墨烯系列

产品研发、生产项目，总投资10亿元，分二期实施，目前首期工程基
本完工，石墨烯锂电储能电池第一条生产线已投入生产。二期工程
正在筹建中，预计年底可开工。图为生产车间一角。 林山 摄

高邮一企业将工厂建成花园
■这既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命脉，也是企业的责任与担当
■以最严要求、最高标准、最实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打造美丽中国高邮样板的生动实践正在秦邮大地如火如荼地进行

为了将迎接中央环保督
察“回头看”工作做得更细 、更
实 、更有成效 ，高邮市委书记
勾凤诚多次召开会议 ，听取整
改情况汇报 ，并就相关工作提
出要求。“要以钉钉子的精神 ，
严格按照标准要求迅速整改
到位。”勾凤诚强调 ，要清醒地
认识到整改工作的重要性和
紧迫性 ，找准解决突出问题的
根源所在精准发力 ， 高标准 、
严要求彻底全面整改 ；对突出

问题的整改要作深层次思考 ，
下决心将其彻底整改到位 。高
邮市市长潘学元多次赴一线
现场督察整改工作落实情况 ，
要求以严而又严的态度 ，既要
解决老问题 ，又要发现和解决
新问题。此外，该市成立8个市
级督察组 ， 由市政府领导带
队， 现场督察整改进展情况 ，
并就整改工作提出要求 ；专门
成立以市政府分管负责人为
组长的协调联络组 ，负责迎查

工作的组织领导 、 统筹协调 、
调度指挥。

对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
交办件，高邮各地、各有关部门
发扬“立即办、马上办 ”的工作
作风，第一时间交办，明确每件
信访件办理责任单位、 责任人
和挂钩市领导； 第一时间组织
信访反映问题所在辖区主要负
责人、 分管负责人和环保局等
有关部门负责人到现场核实情
况、会商会办；第一时间落实整

改措施， 能立即整改的立行立
改， 不能立即整改到位的立即
制订整改方案，并组织实施。同
时，建立整改工作挂牌督办、包
案销号制度，切实做到“三个不
放过”，即 ：未处罚到位的不放
过，未整改到位的不放过，群众
不满意的不放过。

“中央环保督察 ‘回头看 ’
期间，高邮共收到交办件23件，
比2016年中央环保督察组进驻
江苏开展环保督察少了8件 。”
该市环保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
这既是高邮生态环境持续好转
的有力证明， 也是环境问题整
改到位的有力佐证。

这是一次对高邮生态文

明建设成果的全面检阅 ，也
是一次深入民心的 “利剑行
动”。

6月5日， 中央第四环境
保护督察组进驻江苏， 开展
为期一个月的“回头看”。

自中央环保督察 “回头
看”工作开展以来，高邮高度
重视，牢固树立“四个意识”，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纵

深推动环保督察、 解决突出
环境问题、 改善环境质量的
决策部署上来，积极作为，主
动担责， 切实扛起打造美丽
中国高邮样板的重大责任。

中央环保督察组进驻江

苏开展“回头看”期间 ，该市
共收到16批23件环境信访交
办件，目前全部办结，下达责
令整改通知27份， 立案处罚
18家企业，责任追究7人。

环境保护
没有终点

立行立改、边查边改，中
央环保督察整改和环境保护

的效果正在显现。 环保部门
提供的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
年 ， 高邮空气质量达标率
80.7%， 比去年同期上升14.2
个百分点 ；PM2.5平均浓度
51.6微克/立方米， 比去年同
期下降8.7%。

环境保护任重道远 ，只
有起点， 没有终点。 高邮各
地、 各有关部门正扛起生态
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政治

责任， 以最严要求、 最高标
准、 最实措施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 以生态文明建设的实
际成效回应群众关切， 打造
美丽中国高邮样板的生动实

践正在秦邮大地如火如荼地

进行。

中央环保督察组进驻江苏
开展“回头看”不久 ，收到群众
举报———位于开发区的扬州佐
仕科技有限公司存在环评批复
与实际生产不符等问题。 接到
交办单后， 高邮组成联合调查
组，迅速赴现场进行调查核实，
虽然发现举报问题基本不属
实，但“带案督办”时发现了其
他环境隐患， 当场督促企业限
期整治。公司停产后，对厂区的
环境进行全面清理整治， 将危
险废物和一般工业固废进行分
类及时入库， 并在生产车间安
装了吸尘装置。此外，按照规定
及时申报登记了危险废物 ，对
存放危险废物的仓库地面进行

了防渗透处理。
和佐仕公司一样， 此次中

央环保督察“回头看 ”期间 ，秦
邮特种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也收
到了交办件。 公司高度重视中
央环保督察组交办问题的整改
工作，即知即改、立行立改 、全
面整改。 针对群众举报的企业
厂区内粉尘问题， 企业在已经
建成两公里防尘网和4.5万平方
米封闭料场的基础上， 将厂区
现有原（燃、辅）料储存场所全
部升级改造为封闭料场， 计划
2018年12月底完成； 在厂界西
侧实施料场防尘网三期工程 ，
新增防尘网450米，计划2018年
8月中旬完成；除尘器卸尘点设

置密闭灰仓，采用真空罐车、气
力输送等方式运输除尘灰等 ，
进一步提升无组织排放大气污
染物（扬尘等）治理能力 ，计划
2018年12月底完成。

对于中央环保督察 “回头
看”交办件，高邮企业特别是规
模较大企业有着非常清醒认
识：环保是发展的生命线。只有
对中央环保督察交办问题真整
改实整改， 企业才能实现永续
发展。为此，相关企业将中央环
保督察交办问题作为对企业环
境问题全面体检和把脉问诊的
机遇，进一步压实主体责任，严
格按照整改方案一项一项整改
落实。

工厂自配的洒水车在厂区
来回洒水、日处理污水能力2万
吨的深度污水处理厂正在建设
中……这是日前记者在秦邮特
种金属材料有限公司采访时看
到的场景。 该公司总经理陈垒
介绍说，对中央环保督察和“回
头看”交办信访件，企业真整改
实整改， 并以此为契机倒逼企
业绿色发展， 着力提升节能环
保水平， 将企业打造成 “花园
式”工厂。

秦邮特种金属材料有限公
司计划再投入6亿元 ， 将工厂
建成花园。陈垒表示 ，6亿元的
环保投入对于企业来说不是小
数目， 但这样的投入很值 。这
既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命脉 ，也
是企业的责任与担当， 同时也
能够推动企业实现绿色、 可持
续发展。

此次中央环保督察 “回头
看”，无疑是督促当地环保工作
再上新台阶的良好契机。

7月2日， 勾凤诚主持召开
高邮市委常委会（扩大 ）会议 ，
在听取环保专项整治行动和中
央环保督察 “回头看” 工作情
况汇报后， 勾凤诚指出， 各地
各相关部门要切实提高认识 ，
不折不扣落实相关环保问题的
整改工作； 环保部门要按照上

级环保部门的工作要求以及企
业自身的环保要求切实加强监
管； 要切实整改销号， 对上级
历次督察交办的环保事项认真
按照要求 ， 确保整改落实到
位。

以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
为契机、 坚决打赢环境污染防
治攻坚这场持久战， 当地始终
目标坚定，步履从未停歇。

前不久，该市出台了《2018

年高邮市铸造企业（铸造工序）
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 根据方
案 ，35家铸造企业被列入关闭
对象， 并要求在10月底前关闭
到位。通过整治，坚决淘汰落后
产能，推动铸造企业转型升级、
提质增效， 实现铸造企业装备
工艺水平以及环境治理有较大
提升。

6月底，该市开展为期一个
月的全面清理处置固体废物行

动，以高压态势，扎实推进固体
废物规范、高效处置，杜绝二次
污染事件，不断改善生态环境。
近期，该市印发2018年度大气、
水、土壤污染防治计划，针对存
在问题，明确牵头部门，制订实
施计划，细化分解目标任务，明
确时间要求， 督促指导各乡镇
（园区）组织实施。高邮市政府
投资1.39亿元，对城市一、二水
厂取水口进行调整， 以严控饮
用水环境风险， 切实保障人民
群众饮水安全。 取水口项目计
划在今年8月份正式开工建设，
到11月份基本完工， 预计12月
底正式启用。 周雷森

投资
6亿

各地提高政治站位

把接受“回头看”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抓紧抓好

短评

企业正确对待整改

环保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生命线

环境保护任重道远

坚决打赢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持久战

高邮电池工业园
环境管理工作获肯定

1至6月实现开票销售12.4亿元

生态环境部调研组来邮开展专题调研———

近日， 生态环境部对外合
作中心副主任方莉率领由18名
部、 省级环保专家组成的调研
组到高邮开发区电池工业园，
就 “江苏省典型区域累积性环
境风险管理研究及示范” 项目
开展专题调研， 对开发区电池
工业园推进绿色循环发展所采
取的做法和取得的成果给予充
分肯定，并就规范化、长效化和
多元化环境监测管理工作提出
意见和建议。

位于高邮经济开发区的电
池工业园坚持高起点规划、高
门槛准入、高标准建设、高水平
管理，确保高品质发展。目前，
电池园已落户13个项目企业，1
至6月实现开票销售12.4亿元，
同比增长31.62%。

据了解， 高邮经济开发区
电池工业园经过近几年的发展
建设已初具规模， 目前有12家

国内知名企业入驻生产、建设。
开发区电池工业园在项目实施
过程中， 严格按照省环保厅对
电池工业园环境管理要求及制
定的管理实施方案，坚持“高起
点规划、高门槛准入、高标准建
设、 高水平管理”， 严格执行
“500米卫生防护距离”的规定，
投入10亿多元资金对园区周边
的980多户村民组织了拆迁安
置， 目前卫生防护距离内已无
环境敏感目标。同时，围绕绿色
循环、生态文明发展的要求，鼓
励和支持园区企业大力构建废
旧铅酸蓄电池规范化回收体
系， 并引进国内外知名电池企
业开展废旧电池回收， 引入自
动化、智能化装备，实现绿色制
造、回收、转移、处置，引领铅酸
蓄电池行业走生态文明、 可持
续发展之路， 取得了实质性进
展和成果。 朕宇 维祥

鸟瞰电池园。 林山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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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建设”推进农业结构调整
高邮高新区创新农业工作方式，像抓工业一样抓农业发展

近年来， 高邮高新区大力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用心思、花精力
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调整优
化农业产业结构，促进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农村增色。以项目建设
为抓手，加快现代农业集中布局，
以“园区建设”推进农业结构调整
步伐。

该区创新农业工作方式，像
抓工业一样抓农业发展，着力推
进“四大园区”建设。一是围绕高
邮鸭科技园拓展沿湖万亩综合
种养园。以高邮鸭科技示范园为
载体，在沿湖湿地拓展高邮鸭饲

养规模。在现有稻鸭共作示范基
地的基础上，逐步向周边扩大稻
鸭共作种养面积，提升土地综合
效益 。同时 ，运用公司+合作社+
农户模式 ， 扩大高邮鸭饲养规
模。二是围绕扬州鹅种鹅基地拓
展万亩综合生态养殖园。在规范
做好农户土地流转前提下，在准
提村扩建20万羽扬州鹅生态养
殖基地；在张公渡村新建30万羽
生态养殖基地，做到环境评价和
基地建设同步进行，力争2018年
扬州天歌鹅业发展有限公司被
列为省级农业龙头企业。三是围

绕环高邮湖旅游规划拓展万亩
旅游观光农业园。充分利用珠湖
小镇旅游项目即将对外开放的
条件，按照市环高邮湖旅游总体
规划，旅游业态打造逐步向S611
景观大道两侧延伸，形成环高邮
湖万亩旅游观光农业园。四是围
绕神居硒谷功能农业拓展万亩
农业种植园。结合神居山旅游项
目开发的契机，在神居山—状元
湖生态休闲区域打造万亩农业
种植园， 主要种植富硒稻米、水
果、蔬菜、茶叶、水产品以及经营
休闲旅游农业。

为保障农业结构调整工作取
得成效， 高新区成立专门领导班
子，加大行政推动力度。成立由政
府及相关职能部门组成的农业结
构战略性调整行动计划工作领导
小组，由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任
组长，分管负责人任副组长，办公
室设在镇农业服务中心， 负责处
理日常事务。 所涉及的村也相应
成立专门的工作班子， 具体负责
本村的土地流转、 矛盾协调等工
作。

同时， 高新区不断加大政策
扶持，进一步整合涉农项目资源，

多渠道增加农业结构调整资金投
入。设立三年不少于500万的财政
奖补基金， 优先保障农业结构调
整项目需要， 重点奖励扶持农业
“三新 ”工程 、综合种养 、新 （改 、
扩 ）建园艺设施 、创意休闲观光
农业 、特种水禽规模养殖 、畜禽
养殖粪污处理、 杨树更新苗种、
“三化”树种、品牌创建、“一村一
品一店 ”创建等 。鼓励和扶持本
地工商资本、农民专业合作社和
家庭农场加入农业结构战略性调
整的行动， 依法依规发展高效农
业项目。 赵国海

C:\library\RB\RBE01\08$15\RBTKE01815C.p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