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 深度 贴近 创新

今年1-10月，销售各种商用车和特种车3095台

潍柴亚星完成销售超10亿元
本报讯（通讯员 张启东
记者 高钱）

今年1—10月， 潍柴亚星
已销售各种商用车 和 特 种 车
3095台，完成销售收入超10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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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创业家俱乐部及创业板C28俱乐部成员企业来邗考察，张耀武希望企业家们——
—

10日-12日，中国创业家
俱乐部及创业板C28俱乐部
成员企业来邗考察，受到区委
书记张耀武， 区长龚振志、副
区长王长仪等的热情欢迎。
张耀武介绍了邗江经济
社会发展情况。 他说，近年来，
邗江高度重视产业对城市发展
的支撑作用，坚持以产促城、产
城互动， 初步构建了以都市型
工业为支撑、 服务经济为主体
的现代产业体系。 制造业发展
基础雄厚， 规模工业总量已突
破千亿，已有8家世界500强企
业入驻加盟。机械装备制造、汽

车及零部件两大主导产业正向
千亿产业集群迈进，节能环保、
生物健康科技等战略性新兴产
业正加速崛起。
张耀武表示， 创业板是
创新型、成长型企业的摇篮，
为中国的资本市场作出了重
要贡献。 在创业板上市的首
批28家企业 是 企 业 中 的 精
英，在创业、成长、发展的过
程中有很多可供借鉴的经
验。 当前，邗江正朝着“率先
崛起、跨江融合，坚实走在苏
中新一轮发展前列” 的目标
奋勇前进。 邗江举全区之力，
争创100家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和100家省级以上研发机

区政协之友联谊会
理事会换届
本报讯（通讯员 单晓峰 记者 吴忠祥）

11日，区政协之友联谊会召开七
届一次会员大会，选举产生新一届理
事会。 区政协主席赵华定，区政协副
主席、区委统战部部长王亚民，区政
协秘书长孙志平等参加会议。
大会听取并审议、通过六届理事
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新一届理事会
组成人员。 田圣春同志当选为区政协
之友联谊会第七届理事会理事长，唐
国华同志为执行副理事长， 姚家驹、
钱晓宝、 夏新华三名同志为副理事
长，宗文同志为秘书长。
会上，赵华定对五年来六届理事
会工作给予肯定， 并提出了几点希
望。 他说，要珍视学习，思想不落伍，
增强学习的坚定性，把“老有所学”与
“老有所乐” 结合起来， 不断开拓眼
界、增长见识、收获知识；要珍重平
台，贡献不褪色，利用好平台，履行好
会员职责义务，多向党政（下转 3 版）

构，实现在苏中率先建成“双
百”集群目标。 希望各位企业
家多给邗江企业提供指导，
多到邗江考察、投资，共同推
动邗江加快发展、率先崛起。
企业家们表示， 邗江投
资环境优越， 有着良好的产
业基础， 是一个值得投资发
展的地方；将深入考察，加快
推进与邗江的合作。
据了解， 创业板C28俱
乐部由中国创业板首批28家
上市公司的企业联合成立，
致力于打造相互学习、 诚信
规范、合作共赢、健康成长、
共同提高的平台， 关注和探
讨创业板上市公司面临的共

邗江农村环境整治接受“省考”
本报讯 （通讯员 房付祥
冯大江 记者 吴忠祥）

昨日，由省农村环境
整治办公室副调研员吴
志军率领的检查组来邗，
检查全区农村环境整治
工作。 区委副书记、常务

副区长苏满满陪同检查、 村串户，每到一处，向当
当天上午，检查组来 地的镇村组负责人详细
到随机抽查的杨寿镇永 了解，仔细查看农村环境
和村、爱国村、东兴村，分 整治各项工作。
别查看了三个村17个村
永和村以“六治理”、
民小组农村环境整治工 “
六提升” 为主要内容，制
作。 检查组深入村组，走 定了环境综合（下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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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日前了解到，我区
已初步提出建设汽车综合
配套功能区的方案。
据悉，我区正积极争取
将汽车综合配套功能区规
划定点在维扬经济开发区，
重点沿扬子江北路及扬溧
会
高速两侧建设发展。 维扬经
展
济开发区管委会相关负责
等
人介绍，我区目前拥有汽车
多
工业规模企业53家，已初步 功
构建了循环性汽车产业链 能
条，打造功能区有得天独厚 于
的条件。
一
“我们将扬州汽车综合 体
配套功能区定义为一个以 的
汽车为主体，以生态文化和 汽
国际商务为特色的综合配 车
套功能区。 ”该负责人说，功 产
能区将建成以汽车贸易和 业
文化为特色，集研发、孵化、 基
地
会展等多功能于一体的汽
车产业基地。
按照维扬经济开发区的初步规划， 功能区将分为
北部汽车研发制造区、南部汽车贸易博览区、中部汽车
生态文化区三大板块。 其中，汽车研发制造区将重点建
设“一园两平台”，打造国际汽车研发设计产业园，创建
汽车科技创新平台，建立汽车检测认证平台。 汽车贸易
博览区重点塑造大型汽车零配件商贸城、 国际会展博
览城和高端二手车交易城等三大商贸城。 此外，汽车生
态文化区将重点规划汽车休闲娱乐和汽车生态旅游两
大基地。

市考核组来邗检查依法行政工作
本报讯（张弘 记者 陈云飞）

10日，双桥街道文苑社区红星义工队开展廉政歌曲大家唱活动。 孙瑜 孔棋 摄

射阳县委宣传部
来邗调研

11日，由市法制办主
任刘柏率领的市依 法 行
政考核组来到邗江，检查
我区依法行政工作。 区委
副书记、常务副区长苏满
满参加相关活动。
考核组一行从邗上街
道选取了兰庄、 翠岗两个
社区的群众进行了依法行
政问卷测评， 并组织我区
部分副科级以上干部进行
了依法行政知识考试，同

时考核组通过抽查我区环
保局、 安监局等部门的依
法行政工作， 查看了我区
依法行政有关资料， 从多
个方面检查了我区依法行
政工作， 并听取了依法行
政工作情况汇报。
在汇报会上，苏满满
就邗江区依法行政 工 作
做了汇报。
在听 取 了 我 区 2013
年度依法行政工作 的 汇
报后，刘柏对 （下转 2 版）

区房管局：全年目标提前收官
目前已初步排定明年各项工作目标

本报讯（通讯员 朱晖 记者 陈云飞）

11日，射阳县委常委、宣传部长
盛艳率射阳县委宣传部代表团来邗，
考察调研我区文明创建工作和“微动
邗城”活动开展情况，区委常委、宣传
部长陈洁陪同调研。
陈洁向客人简要介绍了我区运
用“邗江发布”政务微博平台主动开
辟新媒体宣传阵地，积极开展“微动
邗城”系列活动的相关情况，区委宣
传部分管负责人现场作了PPT演示
交流。 随后，射阳县委宣传部一行实
地参观了全国文明单位 （下转 3 版）

性课题和难点， 增进企业家
之间的相互了解与合作。 中
国创业家俱乐部由创业板
C28俱乐部、创业板首批上市
企业董事长，中小板、创业板
等细分行业龙头企业董事长
共同组建， 俱乐部将在打造
创业家共同精神家园的基础
上， 整合来自经济界、 法律
界、传媒界、文化界等各界资
源创建一个共赢的分享平
台， 共同推进中国创业文化
的发展和中国商业文明的进
步，共同建立起回馈国家、回
报社会的公益平台。
成员单位还考察了扬州
高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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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长云
记者 高钱）

本报讯（通讯员 明明
记者 高钱）

、

共同推动邗江加快发展

元，缴纳增值税958万元，地方
税收691万元， 与去年同期相
比，增加税收198.5万元,增长
12%, 有力促进了地方经济发
展。

本报讯（通讯员 柴长宝
记者 高宝亮）

进入年关岁底，区住房保障
和房产管理局坚持以争先进位
为动力，锐意进取，攻坚克难。 目
前，该局全年主要工作目标任务
已提前超额完成。
老小区整治、安置房建设与
分配事关民生诉求，商品房建设
则与全区房地产市场发展紧密
相关，也是该局主抓的重点工作

之一。 截至12月上旬，该局完成
了对梅庄新村、 翠东苑片区、玉
器街84号片区、马庄小区、苏农
四村等5个老小区（片区）的综合
整治工作， 整治面积32.8万平方
米，任务完成率达109.33%；商品
房新开工面积123万平方米，任
务完成率达102.5%；商品房竣工
交付面积127.94万平方米，任务
完成率达142.1%；开工建设（筹
集）公租房918套，任务完成率达

102%； 开工建设安置房71.06万
平方米，任务完成率达118.43%；
分配安置房50.5万平方米， 任务
完成率达101%。
此外，该局还及时启动瘦西
湖隧道工程二期、文昌路西延等
征拆项目20个、总面积46万平方
米，任务完成率达102.22%；在邗
上、 双桥等街办、32个小区推行
基本物业服务面积33.8万平方
米，任务完成率达112.67%；共有

333 户 中 低 收 入 家 庭 申 请 保 障
房，基本实现了“应保尽保”，其
中经适房购房货币补贴249户、
租赁补贴3户， 廉租房实物配租
25户、 租金补贴7户， 公租房49
（下转 2 版）
户；新成立、改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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