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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24小时城市书房实景再现
娄勤俭参观时点赞扬州城市书房“挺好”

江苏省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图片展在南京开展———

本报讯 （记者 邹平） 江苏省庆
祝改革开放40周年图片展于9月29日
在南京国际展览中心开展，扬州24小
时城市书房应邀参展，以实景再现的
形式将古色古香的城市书房 “搬”进
展厅， 成为图片展上一道靓丽风景
线。昨天上午，省委书记娄勤俭在参
观扬州24小时城市书房展厅时，点赞
扬州城市书房“挺好”！

江苏省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图
片展以“筑梦伟大时代、共创美好生
活”为主题，通过序厅、历史跨越、沧
桑巨变、美好生活、结语等五个部分，
以大量珍贵图片、统计图表以及城市
宣传片、VR视频、微视频等 ，生动形
象地展示了改革开放40年来人民生
活从温饱到小康、逐步富裕起来的历
史变化。

昨天，娄勤俭参观了扬州24小时
城市书房展厅。当听到扬州市图书馆
馆长朱军介绍，扬州城市书房作为扬
州四位一体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成功入选全国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名单时，娄勤俭
很高兴，并点赞“这个项目挺好”。

记者在展馆看到，扬州24小时城
市书房以实景形式呈现，将扬州城市
书房原样复制到展厅。排列整齐的书
架上摆满了各种图书， 自助借还机、
二维码电子书下载机、 图书消毒机、

咖啡机……扬州城市书房该有的陈
设，这里一应俱全。在入口处，还特意
安放了一台信用借阅柜，非扬州市民
可以通过芝麻信用借阅图书。 此外，
三湾和虹桥坊城市书房也以大幅图
片的形式展示在书房正门的幕墙两
侧。

朱军介绍，近年来，扬州已建成
开放26家城市书房，3年来书房新增
读者办证量6万张，年均100多万人次
走进书房阅读。无论是城市书房建设
管理水平，还是实际运行成效，扬州

都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形成了城市书
房建设的“扬州经验”。“城市书房”项
目还荣获2016年度江苏省宣传思想
文化工作创新奖和扬州市政府工作
创新奖。城市书房仿佛“文化灯塔”，
成为扬州的“精神地标”。

据了解，江苏省庆祝改革开放40
周年图片展于9月29日至10月25日在
南京国际展览中心一层E号馆 （南京
市玄武区龙蟠路88号 )展出 。除了实
地观展，市民还可以登录网上展馆参
观。

把城市高质量发展优势
转化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优势

谢正义主持市委常委会

本报讯 （记者 吴生锋） 昨日下
午，市委书记谢正义主持召开市委常
委会专题研究全市经济工作。会议强
调，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决落实中央和省
委、省政府重大决策部署，紧扣高质
量发展要求， 全面推进经济工作，特
别是要把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和
优势转化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条件
和优势。

会议听取了当前全市经济运行

情况汇报。今年以来，全市上下坚持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深入贯彻落实
“六个高质量发展”的决策部署，推进
美丽宜居的公园城市、国际文化旅游
名城和新兴科创名城建设，全市经济
运行保持良好发展态势。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特别是近一
段时间，全市集中力量完成省委、省政
府交办的办好省运会、 省园博会的政
治任务，省运会成功举办，省园博会盛
大开幕，在城市高质量发展取得阶段

性成果的同时，要一如既往、一着不
让抓好经济工作。要认真学习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
贯彻中央和省委、 省政府的决策部
署，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主题，充分
利用城市品牌、 环境等综合优势，在
高质量发展上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
特别是要把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和
优势转化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条件和
优势。 要一心一意抓经济工作尤其是
新兴科创名城建设， （下转3版）

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
夏心■主持会议

本报讯 （记者 吴涛） 昨天上
午，代市长夏心旻主持召开市政府常
务会议。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全市安
全生产工作情况汇报》《市政府贯彻
实施国家标准化综合改革试点工作
方案》《扬州市工业重大项目 “零收
费”实施办法（2018年修订）》等政策
文件和工作事项。

会议首先听取了《全市安全生产
工作情况汇报》。 会议指出， 今年以
来，我市坚决贯彻地方党政领导干部

安全生产责任制的有关要求，在思想
上和组织上高度重视安全工作，确保
了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平稳向好。
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提升对安全生
产工作的重视程度，始终绷紧安全生
产这根弦。要加强安全生产责任制的
落实，抓紧制定我市党政领导干部安
全生产责任制的实施细则，细化各级
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清单”；要持
续推进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制和
行业监管部门责任制，做到全员全方

位全过程安全监管；要持续推进“百
日安全生产”专项行动，将各类隐患
消除在萌芽状态；要扎实做好当前尤
其是国庆期间的安全生产工作，重点
关注旅游市场安全，加强道路交通管
理，继续开放景区周边企业和机关事
业单位内部停车位， 确保外地游客
“进得来、走得动、停得下、出得去”。

会议研究了《市政府贯彻实施国
家标准化综合改革试点工作方案》。
会议强调， （下转3版）

贺信
中共扬州市委、市政府：

值此江苏省第十九届运动会胜

利闭幕之际，特致信向扬州市代表团
取得的优异成绩表示热烈的祝贺！向
扬州市委、市政府以及第十九届省运
会扬州市筹备委员会全体工作人员、
广大市民和志愿者在筹办省运会期

间的辛勤付出表示衷心的感谢！
作为省第十九届运动会的东道

主，扬州市委、市政府出色兑现了向
省委、 省政府及全省人民作出的庄
严承诺，交出了一份精彩圆满、令人
难忘的省运答卷， 为新时期办好大

型综合性运动会树立了典范。同时在
本届省运会上，扬州市代表团不畏强
手、顽强拼搏，取得了运动成绩与精
神文明的双丰收！近几年来，在省运
会筹备工作的带动下，扬州市竞技体
育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为省优秀
运动队培养了一批优秀后备人才，为
我省竞技体育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

贡献！

在新时代体育强省建设的新征

程中， 让我们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 ，深
入贯彻中央和省委、 省政府的决策
部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大力发展
体育事业， 全力打造健康中国的扬
州样本、 以体育公园建设为代表的
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建设的扬州样

板，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加
快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江苏省体育局

2018年9月30日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
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出席
新华社北京9月30日电 天地英雄

气，浩然壮国魂。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
敬献花篮仪式30日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
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
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
正、王岐山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
式。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
红旗迎风招展。 广场中央，“祝福祖国”
巨型花篮表达着对国家繁荣富强的美
好祝福。 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北
侧花坛上， 红白两色花朵组成的花环，
寄托着人们对人民英雄的深情追思。

临近10时 ，习近平 、李克强 、栗战
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
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
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
《烈士纪念日号角》， 深沉悠远的旋律将
人们的记忆带回风起云涌的历史岁月。

“礼兵就位！”随着号令，三军仪仗
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
念碑前持枪伫立。

10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正式开始。 军乐团奏响 《义勇军进行

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

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
身的烈士默哀。

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
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
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群众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
大常委会 ，国务院 ，全国政协 ，中央军
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
爱国人士， 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
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
锋队名义敬献的9个大型花篮一字排
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人民英雄永垂不
朽”的金色大字熠熠生辉。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
兵稳稳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
念碑，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随后登
上纪念碑基座， 在花篮前驻足凝视。鲜
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
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
切缅怀和崇高敬意。

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
带。接着，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

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党的十九大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顺应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擘画了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宏伟蓝图，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中华民族正以崭新的姿态向着伟大
复兴的光明前景昂首前行。

少年儿童和各界群众代表也依次
走到纪念碑前，献上手中鲜花并瞻仰纪
念碑。

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北京市委书记蔡奇主持。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
记处书记，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
席和中央军委委员出席仪式。

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
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
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
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全国
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中央党校第16期
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首都各界群众代
表等参加了敬献花篮仪式。

接续奋斗争创扬州发展第四次辉煌
谢正义夏心■朱民阳张宝娟等参加

昨天是中国第五个烈士纪念日，我市举行公祭烈士活动

本报讯 （记者 吴生锋） 昨天是中
国第五个烈士纪念日。上午，扬州革命
烈士陵园庄严肃穆。 市委书记谢正义、
代市长夏心旻、市政协主席朱民阳等市
四套班子领导与社会各界代表来到这
里，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举行公祭烈
士活动， 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
绩，表达继往开来、接续奋斗，争创扬州
发展第四次辉煌的坚定信念。市委副书
记张宝娟主持活动。

扬州革命烈士陵园松柏苍翠、庄严
肃穆，写有“为国牺牲永垂不朽”金字的
革命烈士纪念碑格外庄重夺目。 碑前，
肃立着市四套班子全体在扬领导，市委

各部委办、市各委办局（公司）、市人民
团体主要负责同志， 市各民主党派、工
商联、无党派人士代表，社会各界代表，
邗江区、广陵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生态
科技新城、蜀冈—瘦西湖风景名胜区机
关干部及各界代表，老战士代表等。

上午8时30分， 扬州市公祭烈士活
动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随后，少先
队员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伴
随着深情的献花曲，礼兵抬起花篮正步
走向革命烈士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到纪
念碑基座上。全体人员向革命烈士致默
哀，表达景仰缅怀之情。市领导谢正义、
夏心旻、朱民阳、孔令俊缓步走到花篮

前，整理花篮缎带。接着，全体人员向革
命烈士纪念碑行三鞠躬礼，并有序瞻仰
革命烈士纪念碑， 参观革命烈士纪念
馆， 回顾革命前辈的艰苦奋斗历程，感
受伟大祖国的沧桑巨变。

对英雄的缅怀、 对烈士的追思，激
荡在人们的内心深处。大家表示，将继
承革命先烈遗志， 弘扬优良革命传统，
立足岗位、开拓创新，以思想大解放推
动发展高质量，创造具有鲜明新时代印
记、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发展业绩，把人
们心目中的扬州建设好，满足世界人民
对扬州的向往，争创扬州发展的第四次
辉煌。

60对新婚夫妇向烈士献花
缅怀革命先烈 珍惜幸福生活 共创美好未来

本报讯 （记者 董鑫） 9月30日是
中国第五个烈士纪念日。 当天上午，在
江都区许晓轩故居旁，来自全市各地的
60对新婚夫妇，满怀崇敬之情，参加由
市委宣传部、 扬州军分区政治工作处、
市民政局、市双拥（国防教育）办公室组
织的“向革命烈士献花”活动。今年活动
的主题为“缅怀革命先烈、珍惜幸福生
活、共创美好未来”。

首先，四位英姿飒爽的礼兵向革命
烈士敬献花篮。随后，全场奏唱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歌，并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
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
默哀。伴随着深情、低沉的献花曲，一对
对新婚夫妇依次献上手中的黄菊花，以
此缅怀革命先烈。

“正是这些烈士的努力，（下转2版）

缅怀先烈

继承遗志

奋发有为

服
务

经
济

行
政

办
会

通讯员 扬组宣 记者 赵天

8月6日，对于大洋造船来说，是一
个非同寻常的日子。这一天，大洋造船
对外宣布， 与世界500强中国机械工业
集团旗下苏美达集团等重整成功，昔日
扬州船舶业龙头企业涅槃重生。

“企业发展恰如船行大海，既有一
帆风顺，也有暗流汹涌。”昨天，当记者
赴李典镇采访大洋造船常务副总陈鹤
荣时，他说，前几年，国际船舶业遇到前

所未有的困境，“最困难的时候，是党和
政府给了我们有力的支持。咱们镇的党
委书记王绪林， 成了我们克难求进、走
出困境的‘主心骨’。”

王绪林，2009年扬州“七个一批”上
挂下派的年轻干部。 从市级机关到广陵
区担任基层主官， 他先后经历三个单位
四个岗位磨炼。在李典镇，他带领同志们
担当作为、干事创业，在一项项重点难点
工作中大胆“亮剑”。他常说的一句话就
是“困难面前，党员干部没退路”。

2013年底， 王绪林调任李典镇镇
长。临行前，组织上找他谈话：“派你去
啃‘硬骨头’。”

彼时的李典镇，工业开票销售从高
峰时的200多亿元骤降至70亿元， 辖区
屈指可数的百亿级企业环洲船用材料、
大洋造船面临资金链断裂， 经营窘迫，

地方发展深陷低谷。
“共产党的干部，只有前进，没有退

路。”2015年春节前夕，大洋造船3000余
名职工和5000余名劳务外包工人围堵
厂门讨薪。得知情况，王绪林立刻带领
几名干部赶往现场安抚群众、 了解情
况，牵头组建应急工作组， （下转3版）

两家百亿级企业深陷经营窘境，他临危受命啃下“硬骨头”

“困难面前，党员干部没退路”
———记广陵区李典镇党委书记王绪林

在船舶产业断崖式下滑之际，他临危受命———

为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

担当新作为，市委组织部近日在扬州范
围内选树了一批敢于担当、奋发作为的
优秀干部典型。今起，本报推出“新时代
新担当新作为先进典型”专栏，陆续刊
发我市维护社会稳定、 推动改革发展、
推进脱贫攻坚等领域涌现出来的先进

典型，集中展示他们政治坚定、对党忠
诚，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
绩突出，务实廉洁、作风过硬的优秀品
格和先进事迹，以此激励广大干部见贤
思齐、开拓进取、奋发有为，撸起袖子加
油干，为建设“强富美高”新扬州凝聚创
新创业的强大合力。

编者按

我市承办的江苏省第十九届运动会圆满落下帷幕，市委、市政府兑现了向省委、省政

府作出的庄严承诺，交出了一份精彩圆满、令人难忘的省运答卷，为新时期办好大型综合

性运动会树立了典范。昨天，省体育局发来贺信，现刊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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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观展者排队体验扬州朗读亭。

“向革命烈士献花”活动现场。 董辉 郁兴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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