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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关街—国庆路”老字号街区风光重现
多家老字号门店完成升级改造，街还是那个街、店还是那个店、味还是那个味

说起紫罗兰美发厅，老扬州
人会告诉你，在上世纪八九十年
代， 能在结婚时去那里做个头
发，是相当值得骄傲的事情。

1911年，周龄章在扬创办了
紫罗兰美发厅 。 这家开业已有
107年的百年老店， 曾以滚龙钳

烫波浪、男女式化学烫等美发技
术，创造一个又一个属于老扬州
人的“摩登时代”。但随着时代变
迁，“紫罗兰”百年老店受到市场
大潮冲击，经营面积缩至仅二楼
一层，营业额一度下滑。

广陵区服务业发展局局长

朱瑞晴告诉记者 ，在 “东关街—
国庆路”老字号集聚街区，像“紫
罗兰”这样的百年老店还有很多
家。但在观念陈旧、创新不足、资
金短缺、体制不顺等诸多因素制
约下， 老字号的发展曾令人担
忧。为提高一批老字号企业的市

场竞争力，去年扬州出台了 “东
关街—国庆路”老字号集聚街区
重塑计划，并通过资金扶持等方
式，对“紫罗兰”等老字号进行整
体装修升级。

“政府帮‘紫罗兰’门店进行
免费改造后， 既留住了老顾客，
也引来一 批 慕 名 而 来 的 新 顾
客。” 紫罗兰美发厅负责人陈家
财介绍， （下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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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落实责任 细化措施
全面完成巡视整改任务

谢正义主持会议

市委常委班子召开巡视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

本报讯 （记者 吴生锋） 按
照省委统一部署要求， 昨日，市
委常委班子召开巡视整改专题
民主生活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认真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
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以切实抓好
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为主题，落
实巡视整改责任、细化巡视整改措
施，确保按期全面完成巡视整改任
务。市委书记谢正义主持会议。

会上， 谢正义首先代表市委
常委会班子作对照检查。 在主动
承担责任、深入查摆问题、深刻反
思剖析的基础上， 市委常委会明
确了整改的努力方向和主要措
施。随后，市委常委同志围绕中央
巡视江苏反馈意见， 紧密联系个

人分工，认领整改事项，剖析存在
问题，深挖思想根源，提出整改措
施。 大家坚持问题导向， 开门见
山、直奔主题，坦诚相见、实事求
是， 达到了“团结—批评—团结”
的目的，增强了市委常委会班子的
凝聚力和战斗力。大家表示，要严
格贯彻中央要求和省委部署，按照
省委书记娄勤俭“三个到位”的要
求， 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
度，扎扎实实做好巡视“后半篇文
章”，确保按期全面完成整改任务。

谢正义指出，要提高巡视整改
的政治站位，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中央巡视组是代表中央的权威，整
改不落实，就是对党不忠诚。市委
常委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
是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指

示精神， 带头把巡视整改作为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
务，即知即改、立行立改，不折不
扣完成好巡视整改任务。

谢正义强调， 要落实巡视整
改工作责任。 各位常委同志要认
真履行好“一岗双责”，对整改事
项要亲自研究、协调和督办，切实
担负起领导和督查责任， 真正发
挥好 “关键少数” 的示范带动作
用。各地各部门要强化政治担当，
紧密结合各自实际， 逐项逐条深
入查摆突出问题、 深刻剖析根源
症结，进一步细化整改措施，明确
负责人、牵头单位、责任单位和完
成时限，切实形成责任层层落实、
任务层层分解、 工作层层到位的
整改工作格局。

谢正义要求， 要确保巡视整

改落地见效。要细化整改措施，按
照“立行立改、真改实改、全面整
改”的要求，杜绝“过关”思想，集
中时间、集中力量、定向发力，倒
排时序进度，逐项对账销号，确保
巡视整改无盲区， 确保件件有着
落、事事有回音、条条见成效。要
标本兼治、举一反三、以点带面，
着力把老问题和新问题、 现实问
题和历史问题一并解决好， 注重
根本建设、基础建设、长远建设，
构建管党治党常态长效机制。

谢正义强调， 要突出重点进
行整改。 要把巡视反馈意见中涉
及我市的具体问题作为下一步整
改的重中之重， 市委常委会要带
头整改、带头推动整改、带头督查
整改， 同时一一制定整改的专题
方案，推动整改坚决到位。

谢正义要求， 要加大巡视整
改督查力度。 要以抓重大项目建
设的力度抓巡视整改， 及时跟踪
督查，掌握进展情况。纪检监察机
关和组织部门要肩负起日常监督
责任，持续跟踪督办，动态分析整
改成效。 要建立健全整改情况通
报制度和整改不力问责制度，对
整改不力、 敷衍整改、 虚假整改
的， 要严肃追究相关单位和责任
人的责任， 确保中央巡视组反馈
意见整改落实无 “盲区 ”、无 “死
角”，以过硬的整改成果向省委和
全市人民交上一份合格答卷。

会议还审议了《中共扬州市委
关于中央第七巡视组巡视江苏反
馈意见对照整改方案》《中央巡视
组对江苏省委巡视工作专项检查
反馈意见扬州市整改工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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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吴生锋 邹平） 昨日下
午，市委书记谢正义主持召开市级百强重点
企业 （规模最大组 ）双月调研座谈会 。他强
调， 规模以上重点企业是扬州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中坚力量。 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解
放思想、规矩规范，形成合力、精准服务，推
动企业做大做强， 推动全市经济高质量发
展 。市领导陈扬 、陈锴竑 、王炳松等参加会
议。

会上，市经信委汇报了市级百强重点企
业（规模最大组）挂联干部挂钩联系企业及
相关问题办理情况，亚普等20家市级百强重
点企业负责人进行了交流发言并反映了企
业当前面临的问题、发展诉求和建议，相关
部门负责人对企业提出的问题现场会商会
办，一一作出回应和答复。

谢正义对“2号文件”落实情况和全市重
点企业发展情况给予充分肯定。他说，市委、
市政府高度重视优化企业发展环境工作，连
续五年出台“2号文件”，集中力量为企业发
展解决突出问题；今年以来，对全市重点企
业分类施策、精准服务，推动企业加快发展。
作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规模
以上重点企业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
重要贡献；下一步，以上海大众、中航宝胜、
亚普等为代表的百强重点企业要瞄准全省
乃至全国行业最高标准，千方百计推动自身
加快做大做强。

谢正义指出， 全市重点企业要讲政治、
顾大局、守法纪、履责任。要关注、研究中央
经济政策，在安全、环保等问题上严格执行
国家规定；要进一步提高市场份额，提高自
身在集团公司中的分量，提高对扬州经济发
展的贡献率。要尽最大可能地提高自主创新
能力，增强高质量发展的本领。要着眼于长
远发展，加强设备更新改造，通过智能化、信
息化等手段推进企业转型升级；要加快推进
企业研发中心和实验室建设，为扬州打造新
兴科创名城贡献力量；要研究并主动参与到
地方职业教育中，搭建好企业和职业教育院
校的桥梁。

谢正义要求，各地各部门要在服务企业
上进一步解放思想、规矩规范，形成推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要完善城市基础
设施功能，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好的社会大环
境；要加强对环保、金融、用工等共性问题的
研究， 着力解决好企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
要深化“放管服”改革，进一步提升服务企业
的能力和水平，推动企业加快做大做强。

老字号要始终怀有“创业者心态”

□ 毛建国

一块招牌， 就是一个传奇；
一个字号，就是一段历史 。这两

天， 本报刊发的扬州老字号报
道，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 。扬州
是一座有着丰富“老街道 、老字
号、老味道”资源的城市，让老字
号走进新时代、 焕发新风采，是
人们的共同心声。

中国很多城市都有美妙的

前世今生，人杰地灵、充满魅力。
人们回忆一个地方，往往先想到

那个地方最有魅力的“名片”。这
张“名片”，可以是自然风景 ，也
可以是人文故事；可以是一部传
世之作 ， 也可以是一段商业传
奇。老字号是一个地方的人文象
征， 承载着地方优秀传统文化，
是见证一个地方历史和商业发

展的活标本。保护老字号 ，实质
就是在保护优秀传统文化，延续

和弘扬一个地方的商业文明。
现代商业语境下，人们对于

老字号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怀。但
市场有其自身规律， 无论是历史
还是情怀，只管一时无法管一世。
曾有人分析，就经营现状来看，国
内老字号，三分之一不错，三分之
一基本维持，剩下的三分之一几
乎处于关门边缘。 （下转7版）

振兴行动

广服宣 广宣 乔国军

一个老字号，就是一段
历史、一种传承。

按照“改造老街道、重振
老字号、寻找老味道”要求，我
市加快推进“东关街—国庆
路”老字号集聚街区重塑计
划。目前，多家老字号门店已
经完成了升级改造，让人们感
受到街还是那个街、店还是那
个店、味还是那个味，提振了
老字号街区的“人气”。

创新声音

每一个老字号，都是曾

经的创业者。年轻时的老字

号，未必都刻意总结提炼，但

事实上都实践了一种气质。

用现代语言翻译，其实就是

“创业者心态”，可以具体化

为以“四千四万”为代表的企

业家精神，和精益求精、创新

创造、用户至上的工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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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拿马博览会上的扬州老字号”新闻追踪

每一个老字号，都是一段传奇
本报报道引读者关注，老字号裕泰祥第三代传人讲述老茶栈前世今生———

记者昨来到位于文昌西路
的裕泰祥茶栈新址，王路小心翼
翼地从柜中取出珍藏已久的发
黄卷宗，用锦缎仔细包着，他说：
“这可是我家的宝贝。”王路慢慢
打开这本卷宗 ，900多页的厚厚
纸张上，用端庄的小楷字体抄录
了扬州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
会名单。

这本卷宗详细记录着“油米
麦粉厂 、新药业 、国药业 、五金
业、木器业、白铁业、理发业、牲

畜业、油业、营造业、布业、五洋、
茶社、旅社”等70个不同行当的
100多家企业， 他们都是当时扬
州各个行业中的知名商号，商号
名称、 业主资料等十分完整翔
实。

老字号，承载着一代代人的
记忆，生动反映了芸芸大众的生
活方式。 翻读这本发黄的卷宗，
记者分明感受到，这是扬州商业
史的标志，是城市发展史的“活
化石”。

“自古开门七件事，柴米油
盐酱醋茶。” 王路说， 日常生活
中，我们的生活与老字号形影不
离。“不信？咱举几例：刷牙，用过
云南白药牙膏没？生病，服过同
仁堂的中药没？馋了，吃过全聚
德的烤鸭没？聚会时，喝过茅台、
汾酒或杜康没……”

王路说：“这本卷宗记录的
商号，除了我家祖上传下来的裕
泰祥， 其他我也不是很了解。希
望借助党报， （下转6版）

传承故事
本报记者 聂超

“这两天，党报对于扬州
老字号的报道非常好，回顾
了百年前的辉煌，让人心生
敬意。”昨天，热心读者致电
记者说，“我这里有一个‘老
物件’，可以丰富你们的报
道，它是1952年扬州工商联
成立时的文献。”这位热心读
者正是百年老店、扬州老字
号裕泰祥第三代传人王路。

老字号是城市发展史的“活化石”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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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泰州国际机场一期扩建工程新老跑道顺利合龙

3200米崭新飞行跑道亮相
下月机场将迎新跑道首次校飞，预计年底前投入使用

明月湖大桥主体工程完工，双向车辆通行恢复正常

明月湖大桥昨起双向通行
“网球拍”雕塑正式安家真州路立交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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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路珍藏的卷宗。聂超 摄

真州路立交公园崭新亮相。张孔生 摄

扬州泰州国际机场新跑道施工现场。董辉 鞠宏晨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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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关注

“紫罗兰”百年老店恢复旧模样、有了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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