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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银乐虎杯·2016扬州十大经济新闻人物30名候选人产生

本报邀您票选扬州“经济明星”

本报讯(记者 孙炎)2016年，扬 奥斯卡”，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冠名。经过各县（市、区）、开发区经 出10名人选（多选或少选无效）。投票
州经济社会顺利实现“十三五”良好 产生强烈反响，得到了市委、市政府 信委，市科技局，团委，市工商联及 截止日期：2017年3月5日（其中微信
开局，全市在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 主要领导的关心关注和高度评价。 各商会、协会广泛推荐，以及主办方 截止时间：2017年3月5日24时）。凡
社会上迈出坚实步伐。成绩的取得， 去年共有38.3万多名市民积极参与 初评，已产生30名2016年度扬州十 参与投票者均有机会获得由主办方
是全市上下一起想、一起干、一起苦 投票，在全市上下掀起了一场关心、 大经济新闻人物候选人，名单今日 提供的大奖 (选票见A12、A13版)。
的结果。谁是2016年度扬州经济的 关爱扬州企业家的热潮。
公布在《扬州晚报》《扬州时报》及
骄傲？“汇银乐虎杯·2016扬州十大
这一届评选标准为“创新、绿 “扬州发布”、扬州晚报微信两大新 十大经济新闻人物评选方式
报纸选票 ： 信件寄至扬州市文
经济新闻人物”评选活动于2016年 色、贡献、使命”，旨在寻找我市引领 媒体平台，同时接受广大市民和网
12月28日启动，目前面向全社会征 创新、带头富民的经济人物，挖掘 民投票，30名候选人将冲刺“十 昌西路 525 号扬州报业传媒集团大
厦扬州晚报财经新闻部， 邮编:
集候选人初审已结束，年度经济新 “两聚一高”中有责任、敢担当的经 强”。
闻人物30名候选人名单正式出炉， 济榜样力量，推动扬州经济创新发
为感谢读者和网友参与，评选 225009。
微信 ： 登录扬州晚报官方微信
今起接受市民投票评选。
展、加快发展。
活动组委会将邀请部分参与者前往
自2004年以来，“ 扬州十大经
本届“扬州十大经济新闻人物” 颁奖典礼现场，共同感受扬州经济 (yangzhouwanbao)，点击屏幕最下方
济新闻人物”评选已成功举办12届， 评选活动由市经信委、团市委、市工 界的年度盛会，同时将有机会赢得 “经济人物 ” 后直接进入投票页面 ，
每一届评选均已成为扬州经济社会 商联、扬州报业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参与大奖”。广大读者可通过报纸 根据提示即可参与投票 ；下载 “扬州
一年一度的大事，被誉为扬州“经济 扬州晚报承办，汇银乐虎电商集团 选票、微信投票，在30名候选人中选 发布 ”APP，参与投票 。
本报讯 （ 记者
目标任务，讲成绩
市八届人大一次会议国
金山 ）昨天下午，出
实事求是，讲思路 民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和预算
席市八届人大一次
清晰明了，讲举措 审查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
会议的代表分组审
务实有力，充分体
现了学习贯彻习近
议了政府工作报
告。代表们表示，2017年和今后5 报告内容进行了审议。代表们认 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视
年政府工作的目标切实可行，围 为，报告主题鲜明、内容全面、重点 察江苏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
绕谋划的蓝图撸起袖子加油干， 突出、措施有力，美好蓝图催人奋 省、市党代会精神，紧扣“两聚一
一个“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 进，是一份求真务实的报告，是一 高”和“十件大事”，大家对报告完
全赞同。
会文明程度高”的新扬州一定会 份目标明确的报告。
本报讯 （记者 锦岭 ）昨天下午，市
代表们说，报告实事求是地
实现。
代表们还就加快江淮生态大 八届人大一次会议国民经济社会发展
宝应、高邮、仪征、江都、邗江、 总结了扬州过去五年以来的工 走廊建设、推进宁镇扬一体化、“宜 计划和预算审查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
广陵以及解放军代表团的代表立 作，特别是2016年所取得的成就， 居”社区建设、科技创新、开发园区 议，会议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审查
足区域实际，结合自身工作，围绕 提出了今后5年以及今年的各项 建设等方面提出意见和建议。
委员会主任委员王玉新主持。
审查委员会对市发改委主任范天
本报讯 （ 记者
运动都值得推广。 恩受市人民政府委托向大会提交的
刘冠霖 ）昨天下午，
另外，在医病方面， 《关于扬州市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参加市政协八届一
应该建立严格医疗 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17年计划草案
次会议的政协委
网络体系，小病去 的报告》、市财政局局长张彤受市人民
员，分组讨论了政
镇医院、社区医院， 政府委托向大会提交的《关于扬州市
府工作报告。委员们一致认为，报 接着一年干，一件事接着一件事 大病去大医院，对因病致贫的困难 2016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17年预算
告总结2016年和过去五年成绩实 干，为建设经济强、百姓富、环境 家庭也应该给予更多关注。
草案的报告》进行了审查。
事求是，数字真实可信，主要经济 美、社会文明程度高的新扬州作出 市政协委员蒋利武表示，作为
委员们对两个报告给予了充分肯
指标振奋人心；部署2017年以及 更大贡献。
一名乡镇中学的老师，最常接触的就 定，认为这是对政府工作报告的必要
今后五年工作目标清晰、任务明
市政协委员孟兆祥表示，“ 富 是贫困学生。看过很多贫困学生通过 细化、补充和解读，同时也充分肯定了
确、重点突出、措施可行，符合当前 民”的基础就是健康。健康，首先要 高考改变了人生，这些学生有很多人 市发改委、财政局一年来的工作。委员
宏观形势和扬州实际。大家纷纷表 “治未病”“，体医结合”就是其中一 又回到家乡，当村官，支持家乡建设。 们结合各代表团审议情况提出了意见
示，将坚持集中力量干大事，一年 种方法，中小学生运动、办公人员 这就是教育带给民生的变化。
和建议。

市人大代表分组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美好蓝图 催人奋进

充分肯定
两个报告

市政协委员分组讨论政府工作报告

集中力量干大事

图说两会

本报讯 （记者
刘冠霖 ） 昨天下

午，省水利厅厅长
李亚平一行来扬，
专题调研长江镇
扬河段三期扬州
市境内工程建设
情况。代市长张爱
军、副市长丁一参
加活动。
长江镇扬河
段是长江中下游
河势变化最为剧
烈的河段之一。经
过多年努力，去年
长江镇扬河段三
期整治工程可研
报告获国家发改
委批复，扬州市境
内工程初步设计
获省水利厅批复，
工程概算投资约
5.1亿元。市委、市
政府对长江镇扬
河段三期整治工
程高度重视，将之
写入了今年的政
府工作报告中，并
作为年度重点目
标任务加以推进。
李亚平一行
首先乘船察看了
长江镇扬河段三
期扬州工程概况进展情况，详细了解工程
施工设计方案情况。随后调研组一行先后
视察了江淮生态大走廊及水系、扬州“清水
活水”综合整治工程展示馆和黄金坝闸站。
汇报会上，张爱军代表市委、市政府感
谢省水利厅长期以来对扬州水利事业发展
的关心和支持，并介绍了我市水利工作情
况。他说，扬州因水而建、因水而兴，水是扬
州最宝贵的财富。去年以来，我市在水利事
业上做了大量工作，先后启动实施了乌塔
沟整治工程、城市清水活水工程、瓜洲外排
大站建设、流域性抗洪抢险工作、农村水利
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善水务改革。今年，我
市将进一步加强水利事业建设，精心做好
江淮生态大走廊建设、长江堤防加固提档
升级、长江镇扬河段三期工程、瓜洲外排大
站建设等重点工程，切实做好新形势下的
水利工作，保障经济社会发展。
李亚平对我市水利工作给予肯定，他
表示扬州水利工作一直走在全省前列，有
许多好的经验和做法值得学习和推广。他
希望扬州进一步加大水利工作力度，扎实
推进长江镇扬段三期工程等建设进度，按
时完成投资计划，确保完成既定目标任务。

《七届政协工作
创新履职纪实》出版
本报讯 记者 刘冠霖 今年，参加市政
（

▲

大会现场 。

▲关注扬州
晚报微信平台 。
荨

代表们步入会场 。

荩 热议政府
工作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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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八届一次会议的政协委员们都拿到了两
本书：《七届政协工作回眸》与《七届政协工
作创新履职纪实》。记者了解到，这两本书分
别由市政协研究室与市政协办公室汇编，意
在总结七届政协工作，留下宝贵经验。
《七届政协工作回眸》对市政协一些重
要视察活动进行了回顾，对政协委员建言
献策的重要成果进行了整理总结，对各专
委会特色工作进行了梳理，对一些工作理
论研究以及重要媒体报道作了回顾。
《七届政协工作创新履职纪实》则对七
届政协开展基层协商、提案工作、委员企业
沙龙、民主评议部门工作、协商助推民生工
作等创新工作与经验进行了回顾。
“看了这两本书，政协委员们对七届政
协工作会有一个清醒明晰的了解，对进一
步履职奉献会有很好的帮助作用。”市政协
副秘书长吴道根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