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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
者 刘冠霖 ）春节

、

将至，昨天，市长
张爱军率相关部
门负责同志来到
江都区仙女镇、
真武镇以及扬州
消防支队、高炮
二师等地，看望
困难群众、困难
党员、敬老院老
人和部队官兵，
送去党和政府的
关怀与温暖，并
向他们致以新春
的美好祝福。市
领导孔令俊、宫
文飞、何金发、市
政府秘书长尤在
晶参加活 动 。
张爱军一行
先后来到仙女镇
五保户陈荣华，真武镇重残户谈风勇、
困难老党员高善朝、优抚对象孙雪、低
保对象高小山等困难群众家中，每到一
处，都会详细询问他们的家庭收入、生
活状况以及春节准备情况，有什么急需
党委、政府帮忙解决的问题，并嘱咐镇
村两级干部高度重视，切实帮助他们解
决生活中遇到的实际困难。
真武镇敬老院内洋溢着节日的气
氛，张爱军向住在这里的老人们拜年，
祝他们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生活愉
快。他嘱咐相关部门负责人要尽心尽力
照顾好老人，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
府的温暖，安享幸福晚年生活。
在扬州消防支队，张爱军代表市
委、市政府向全市消防官兵表示了新春
祝福。他表示，广大消防官兵为平安扬
州作出了巨大贡献，希望新的一年，大
家牢记使命、再接再厉，继续发扬优良
作风和光荣传统，再立新功。
在江苏陆军预备役高炮第二师，张
爱军向大家表示了新春祝福。他表示，
新的一年，扬州将进一步做好拥军工
作，加深军民鱼水情，推动军地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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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迎新春佳节，再为扬州城门挂春联——
—

十门同庆，喜迎扬州开门红

市委宣传部、扬州报业传媒集团、中国银行扬州分行联合主办，
扬州晚报、
宋夹城体育休闲公园承办，
新华日报扬州记者站协办
本报讯 记者 金鑫 “文起来动起 扬州新气象、新面貌，主办方经过周密 发展新高度的新地标。主办方邀请了 市的文化自信，激发扬州市民爱国、爱
（

）

来利己利家利城市 迎盛会办盛会强 策划、精心运作，开展了此次活动。活 扬州知名书法家进行书写，请专家团 城、爱家情怀，提振扬州市民的“精气
身强体强素质”，这副激情豪迈、充满 动面向全国征集春联作品，产生了广 队精心制作，并悬挂在万福大桥东西 神”。
着扬州时代自豪感的火红戊戌年春 泛的反响，短短十多天的时间，收到了 塔楼、东门遗址、东圈门、石塔桥牌坊、 中国银行扬州分行行长储晓庆表
联，亮相在宋夹城体育休闲公园南门 十多个省市区及扬州作者的1000余副 蜀冈-瘦西湖风景区牌坊、宋夹城东南 示，中国银行扬州分行连续两年与报
城楼。昨天下午，“十门同庆”“扬州开 作品。主办方组织专家、学者进行了严 西北城门等处，共迎扬州开门红。 业集团联合举办此项活动，旨在形成
门红·我为城门挂春联”活动举行揭幕 格、审慎、公平的评审，最终确定十二 “从去年开始，我们策划实施‘十 地域特色的节庆文化品牌效应，推动
仪式，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姜龙，市人 副优秀作品入选。
门同庆’‘ 扬州开门红·我为城门挂春 保护古城墙的意识在广大市民中不断
大常委会副主任沙志芳，市政协副主
近年来，扬州涌现出一批富有扬 联’活动，将扬州的城市文化、春联、书 深入人心。与去年相比，参与者人数越
席王克胜出席。
州地域特色文化的标志性工程，见证 法三者合而为一，打造扬州春节崭新 来越多、地域越来越广，活动影响力越
“十门同庆”“扬州开门红·我为城 着扬州2500多年的深厚文化底蕴和新 的风景线，已经成为文化扬州春节期 来越大，成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现
门挂春联”由中共扬州市委宣传部、扬 时代的建设新成就。这次挂上巨幅春 间的一件盛事。”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代城市形象融合的一件盛事。
州报业传媒集团、中国银行扬州分行 联的城门，既有东门遗址、东圈门等代 扬州报业传媒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十门同庆”“扬州开门红·我为城
联合主办，扬州晚报、宋夹城体育休闲 表扬州厚重历史文化底蕴的城门，也 扬州日报社社长李继业在致辞中表 门挂春联”活动得到了广大市民的强
公园承办，新华日报扬州记者站协办。 有宋夹城生态体育休闲公园，代表扬 示，希望通过这样的形式，让更多的市 烈关注。这两日，扬州城门的火红春
为喜迎2018年春节，营造浓烈的节日 州公园体系建设辉煌成就的新景点， 民和游客真切感受到扬州深厚的文化 联，刷爆了扬州人的朋友圈。
气氛，展现走进新时代、迈上新征程的 更有万福大桥东西塔楼这样代表城市 积淀和书香气息，坚定扬州人民对城
( 更多报道详见 A3-A8 版 )

朱民阳走访慰问困难群众、基层工作者
和军队离退休老干部

市领导走访慰问孤寡老人和困难群众

让困难群众过个温暖幸福年
向大家送上新春美好祝愿

本报讯 （记者 冠霖 ）7日上午，市
政协主席朱民阳走访慰问蜀冈-瘦西
湖风景区困难群众、基层工作者和军
队离退休老干部。市委常委、宣传部
长姜龙，市政协秘书长汤天波参加活
动。
在慰问梅岭街道锦旺社区困难
老党员刘春田、特困职工胡舫、下岗
失业人员张胜虎时，朱民阳每到一
处，都详细询问他们的生活情况和实

际困难，给他们送去节日的问候，并
鼓励他们树立信心，嘱咐相关部门做
好帮扶对接工作。朱民阳走访了梅岭
街道、锦旺社区，向街道、社区基层工
作者致以新春美好祝愿，希望大家进
一步建设好、管理好社区，为社区居
民提供更好的服务。随后，朱民阳来
到市惠民医院、市军队离退休干休二
所，向困难群众、部队离退休老干部
致以新春的祝福。

市领导看望慰问
坚守一线干部职工

本报讯 （ 记者 王诗韵 ）13日上 社会发展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他
午，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姜龙，副市长 指出，新的一年，扬州大事多，在迎来
余■等来到扬州报业传媒集团、广电传 改革开放40周年的同时，将迎来江
媒集团、苏北医院、市妇幼保健院等地， 苏省第十九届运动会和第十届园艺
看望慰问坚守岗位的一线干部职工。 博览会，全市新闻工作者要撸起袖子
在扬州报业传媒集团和广电传 加油干，冲在一线，担当重任，坚持正
媒集团，姜龙对坚守在岗位上的新闻 确的舆论方向，弘扬主旋律，传播正
工作者们表示亲切慰问。他说，在过 能量，为扬州的经济发展和社会事业
近日 ， 新扬高速刘集收费站开展了 去的一年里，全市的新闻报道工作交 发展鼓与呼。
“芬芳刘集 、放飞梦想 ”活动 ，通过座谈 、 亲
在苏北医院和妇幼保健院，姜龙
上了一份漂亮的成绩单。广大的新闻
情互动 、开展帮扶等活动 ， 加深了单位与 工作者围绕主题、主线，围绕十九大 与医护人员亲切交流，向他们致以新
家庭之间的沟通了解 。 吴海燕 剑翔 摄 和“两会”进行宣传报道，为全市经济 春的祝福。

活动时间 ：2018年1月1日-2018年3月31日
活动内容 ：建设银行江苏分行 （不含苏州 ）客户 ，登录手机银行后 ，进入 “全国话费充值 ”菜单
点击“你来充，我就送”广告图片，充值江苏地区（不含苏州）手机号码时可享受每
月首笔充值立减5元。 每月限前10万名客户，用完即止。

本报讯 （ 记者 杨婉 ）春节将至，孤
5日下午，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
寡老人和困难群众的冷暖牵动人心。连 市监委主任李航前往高邮市龙虬镇、城
日来，市领导分别带队走访慰问孤寡老 南经济新区慰问困难党员和群众。李航
人和困难群众，给他们送去新春的祝福 先后走访慰问了龙虬镇低保对象李跃
以及党和政府的温暖。
庭、困难党员徐有柏和城南经济新区结
7日上午，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 对帮扶对象周如海，叮嘱当地镇村干部
副主任孔令俊和市委常委、扬州军分区 照顾好困难群众的生活。还走访慰问了
司令员郦斌专程赴邗江区公道镇开展 结对联系专家人才、扬州华翔有色金属
春节前走访慰问基层活动，深入镇、村 有限公司董事长宋巍，向他送上慰问金
两级组织以及困难家庭、敬老院等处察 和新春的祝福。
民情、解民困、议民生，慰问广大基层干
6日，市委常委、仪征市委书记王炳
群并致以节日问候。
松率队赴仪征乡镇、敬老院等进行春节
13日上午，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江 走访慰问。王炳松一行先后慰问了新集
桦专程赴宝应县小官庄镇，深入困难家 镇敬老院、新集镇政府、新集镇国庆村
庭、敬老院等处开展走访慰问活动。江 低保户鸦正保和花园村困难户陆元红
桦首先来到小官庄村同心组，走访慰问 以及青山镇跃进村、该村低保户时永春
低保对象蒋长兰、老复员军人王启俭、 和优抚对象赵德伦。每到一处，王炳松
低保对象王寿春。江桦还来到了小官庄 都代表市委市政府送上慰问金和慰问
镇敬老院，为老人们送去了新春问候。 品。
慰问信表示，驻扬
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军人军属发慰问信 部队和武警官兵大力弘
扬拥政爱民光荣传统，
为扬州经济社会发展做
本报讯 （记者 刘冠霖 ）新春佳节来 出了突出贡献。转业复员退伍军人和军
临之际，中共扬州市委、扬州市人民政 队离退休干部在各条战线续写着新的
府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驻扬部队 光荣。烈军属和残疾军人讲奉献顾大
全体官兵，全市烈军属、残疾军人、转业 局，展示了舍小家顾大家的高尚情怀。
复员退伍军人、军队离退休干部发出慰 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地支持部队建
问信，致以诚挚的问候和祝福。
设和发展，保障军人军属合法权益。

致以诚挚的问候祝福

广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