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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总工会深化改革提质效
本报讯 今年以来，区总工会积极推进工会
组织体制、管理模式、运行机制和活动方式改
革，着力解决脱离职工群众的突出问题，去除群
团组织存在的“机 关 化、行 政化 、贵族 化 、娱 乐
化”倾向，增强工会组织的“政治性、先进性、群
众性”，更好地服务大局、服务基层、服务职工。
区总工会优化领导班子结构，按照“专兼
挂”要求，建立专职为主、兼职和挂职相结合的
机关领导班子。改革后，会领导班子结构为区委
常委兼任主席，设常务副主席 1 名，专职副主席
2 名，兼职副主席 3 名。
区总工会按照职能对应、工作衔接、突出主
责主业要求，进一步调整优化机关部室设置，将
原有的内设机构改革为“一室四部”，即办公室、
基层工作部、权益保障部、劳动和经济工作部、
财务资产管理部。根据工作需要、人岗相适、优
势互补、定期轮岗原则，对中层干部进行了匹配
调整。
区总工会与区委组织部联手落实镇 （街道）
工会“五个到位”，即工作人员明确到位、工作责

戊戌年十月初二

任落实到
位、活动
经费保障
到 位 、同
级党委服
务到位、
上级工会指导到位，破除部分镇工会无专职人员
干事、无专门场所办公、无专项经费做事等“瓶
颈”。全区 15 个镇（街道），分别配备工会主席、副
主席和协理员。先后为 5 个镇工会配备了社会化
工作者。先后选择 16 个村试点组建村级工会，解
决“两非”
（非正规就业和非正常劳动关系）农民
工入会难、求助难问题。
区总工会在区电子商务现代物流园试点流
动式服务，每逢周一、周五，区电商园工会干部到
园区企业“上门”服务。今年以来，区电商园工会
共 为 企 业 协 调 解 决 各 种 劳 资 纠 纷 10 余 起 ，为
127 名工人讨回 130 万欠薪，帮助困难职工脱贫
15 人，受到企业和职工广泛好评。
(徐列义 秦志贵)

中共淮安市淮安区委主办
淮安区 报社承 办

1尧不准乱丢垃圾尧乱泼污水尧随地吐痰
2尧不准遛狗不牵绳尧放任宠物乱排泄粪便
3尧不准在等候服务时争抢尧插队
4尧不准在禁烟场所吸烟
5尧不准闯红灯尧走反道袁随意横穿道路尧翻越护栏
6尧不准开车随意变道尧抢道袁向车窗外扔东西袁斑马线不礼让行人
7尧不准机动车尧非机动车渊含共享单车冤乱停乱放
8尧不准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尧粗言秽语尧争吵争斗
9尧不准在公共场所和公共设施乱涂乱画袁随意张贴尧散发小广告
10尧不准噪音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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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市职工特殊疾病
益维护法律知识微手册》
互济会》
《农民工加入工会十大好处》 等与职工
密切相关的政策法规，发放各类政策法规知识
宣传册（单）300 多份，接受咨询 20 多人次，受到
了广大职工群众的欢迎。
(王霞 张惠萍 秦志贵)

致力壮村富民 推进乡村振兴

“百面红旗”创评激发乡村振兴动力
本报讯 走进钦工镇宋集村村部，一面“发
展红旗村”的旗子格外醒目。“村支部领办土地
合作社种植薄壳山核桃，同时发展林下经济，种
植包菜、萝卜等蔬菜。今年，包菜亩产达 4000 公
斤，不到 3 个月就为村集体经济增收 5 万余元，
预计今年底村集体经济收入将达 30 万元。”谈
到甩掉多年的“穷帽”时，村党总支书记谷洲长
长地舒了口气，
“ 是‘百面红旗’创评激发了大家
的发展决心。”
针对农村“空心化”背景下抓乡促村责任落
实难、工作推进难、实绩考核难等问题，今年以
来，区委在村级党组织中启动实施“百面红旗”
创评活动，有效激发了农村党组织和党员干部
干事创业热情，乡村振兴的动力不断释放，基层
党组织的根基不断夯实。

山阳街道总工会成立
举行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
本报讯 日前，山阳街道总工会成立暨第一
次会员代表大会在该街道举行，由该街道辖区
内基层工会选举产生的 81 名会员代表参加了
成立大会。
根据议程安排，会议听取了 《筹备工作报

遗失声明

告》，审议通过了选举办法，选举产生了该街道
总工会第一届委员会、经费审查委员会和工会
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及经费审查委员会主任、女
职工委员会主任。
渊徐列义 秦志贵冤

争着扛红旗
在全区 334 个村居中开展的“百面红旗”创
评，包括“党建、发展、服务、文明、和谐”五种类
别，每类红旗评选 20 面，涉及 45 个项目 99 个
“党建红旗”考核党
评分指标，每半年评选一次。
组织功能发挥等，
“发展红旗”考核村级集体经
济发展、脱贫攻坚等，
“ 服务红旗”考核联系走访
群众、为民办实事等，
“ 文明红旗”考核农村环境
综合整治等，
“ 和谐红旗”考核党群干群关系等。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
“ 百面红旗”创评不仅在党
员干部中引起强烈反响，更在群众中引发强烈
共鸣。
“村干部的好作风又回来了！顶着大太阳，
脱掉鞋子，到田里放水、治虫。”村民们如此评说
村干部们的变化。
“落后不会生根。”第
“不会过日子看邻居。”
一次评选没有获得红旗的村党总支书记们心中

遗失：淮安市淮安区“小区归社区”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国邮政储
蓄银行开户许可证一本，核准号：L3080000328701，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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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着一股不服输的犟
劲。
“身边的典型可学可
信，近期我们就去学习
‘红旗村’经验，做好土
地脱贫和土地致富文
章。”复兴镇陈杨村党总

区总工会开展“职工安全感”宣传
本报讯 日前，漕运广场人山人海，热闹非
凡，区委政法委举办全区群众安全感、网格创建
达标率暨综治险集中宣传活动。
活动中，区总工会通过展板、咨询解答、散
发宣传资料等形式，宣传《职工劳动权益手册》
《女职工权
《江苏省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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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书记杨云说。

甩掉穷帽子
针对全区农村集体经济薄弱的实际，区委
把发展壮大村级经济作为“百面红旗”创评的一
项重要内容。
年初，区委遴选出南湾村等 6 个省定、市定
经济薄弱村（居），累计投入 2800 余万元，开展
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社区股份制改革、产业
扶贫、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农业生产社会化服
务等农村综合改革试点，开创出一条独具特色
的乡村振兴新路子。苏嘴镇沙吉村是传统的一
稻一麦轮植，经济效益较差。现在，村里成立合
作社，进行稻瓜轮植，多方投入 200 万元作为村
集体资产，入股合作社；流转了 800 亩土地，村
民以土地入股，既可以获得分红股金，又可以获
得土地租金，还可以获得打工薪金，收入大大增
“苏创牌”西瓜
加。如今，沙吉村种植的“苏梦牌”
畅销南京、上海等大城市，一季西瓜就给村集体
增加收入 30 万元。
村里的经济状况、干群的精神面貌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村民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离乡不离心
“每天早报到，有事马上到，每周家家到。”
在农村，农活比较多，但不管怎么忙，每天一早，
村干部们都必须先到村委会报到，先把老百姓
的事情解决好，再去忙其他的事。
“每半年，村党总支书记要和在外流动党员
联系一次。”这是“百面红旗”创评的指标要求。
漕运镇中太村党总支书记杨勇每隔一段时间就

会到在外流动党员比较集中的地方，看望村里
的流动党员，并成立流动党支部，开展党组织生
活。
“让乡亲们‘离土不离乡，离乡不离心’，不
管身在何处，心永远和家乡紧紧联系在一起。”
杨勇说。
“我是一名党员，家乡振兴，党员有责，回家
到村里做点事情，我早就有这个愿望。”在村党
总支的动员下，博里镇史荡村流动党员史相游
返乡创办飞鹰家庭农场，流转土地近 300 亩，帮
助 11 名低收入户实现就业。
“下一步，我们将积极放大党员的领办效
应，引导更多在外人员返乡创业。”博里镇党委
书记周建华说。

夺旗受激励
每年 1 月初和 7 月初，各村（居）对照评选
指标，明确半年夺旗目标。每年 6 月底和 12 月
底，根据半年积分情况，镇（街道）党委确定每个
类别的推荐名单，并在镇（街道）和村（居）公示。
区委组织部牵头成立复核组，对推荐村（居）进
行综合评审，择优评定每类 20 个授旗对象，最
后由区委常委会确认。
“百面红旗”评定后，从政治、经济两个方面
进行综合奖励。“红旗村”列入乡村振兴示范点
进行重点打造，获旗面数多的村（居）书记纳入
镇（街道）领导班子后备进行重点培养。每获得 1
面红旗，村（居）党组织书记每月按 600 元发放
半年红旗绩效；主任、会计及 1 名相关工作具体
承担人，每人每月按 400 元发放半年红旗绩效；
其他“两委”干部，每人每月按 200 元发放半年
红旗绩效。
在今年上半年的评比中，石塘镇靖大庄居
委会获得 5 面红旗，成为 5 个类别红旗的“大满
贯”。夺旗不易，保旗更难。该村党总支书记卞开
喜表示，将大力招引项目，全力兴办实事，着力
增加集体和农民收入，确保年底前再扛回 5 面
红旗。
渊朱天羽 黄 洁冤

商运营中心、区创业者服务中心、优质农产品品
销中心）的建设思路，建设改造 7000 平方米的
电商大厦，在供销 e 家商城、江苏省社地平线商
城、京东商城等多家电商平台开设了“淮安专
区”，实现线上交易。供销 e 家电商产业园已有
入驻企业 26 家，从业人员 252 人。今年 1-10 月
线上交易额达 1.8 亿元。与此同时，我区加快电
子商务进农村步伐。目前，正争取江苏先农电商
公司 400 万元的股权投入，计划在三年内实现
村级电商服务站全覆盖。省供销总社主要领导

本报讯 (记者 韩 峰冤11 月 7 日，
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
任陈际瓦一行来我区考察大运河文化
带建设工作。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周毅，
市政协副主席仲波，区委书记徐子佳，
区政协主席关晓卫陪同考察。
陈际瓦一行先后来到漕运博物馆、
周恩来故居、河下古镇，详细了解我区
在运河文化遗存保护、延续运河历史文
脉、推动运河文化传播、开发运河文化
产业等方面的实践和做法。
陈际瓦对我区围绕大运河文化带

建设推进的一系列项目和亮点工程表
示肯定。他指出，淮安是大运河沿线的
重要城市，要进一步增强保护、传承、利
用的意识，要抢抓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上
升为国家战略的重大机遇，进一步完善
遗产保护的规划，重现淮安“运河之都”
的繁华盛景。

我区推进百姓理论说唱团高质量建设
部署省级理论宣讲示范基地（创排中心）创建工作
本报讯渊记者 李 峰冤11 月 6 日，我
区召开百姓理论说唱团高质量建设暨
省级理论宣讲示范基地 （创排中心）创
建推进会。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张建闯
参加会议。
百姓理论说唱团高质量建设暨创
排中心建设，是立足于我区基层理论宣
传尤其是农村理论宣传的工作实际，回
应我区“寻常百姓”新时期理论学习需
求的有效举措、创新举措，也是市对我
区理论宣传工作考核的创新项目之一，
更是从理论武装层面落实好意识形态
工作责任制的重要路径之一。
张建闯要求，要切实提高思想站
位，增强做好创建工作的积极性、主动
性。要明确工作目标，增强落实各项工
作任务的紧迫感、责任感。要通过工作

的扎实开展，不断提升全区百姓理论说
唱团队伍活动与管理水平，深化“百姓
理论说唱团”品牌长效化、制度化建设，
力求达到“队伍活动有计划、创排人员
有激情、节目质量有把关、活动信息有
报道、活动经费有保障”的目标。要细化
工作举措，增强百姓理论说唱团高质量
建设的实效性、创新性。各责任单位要
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思考、创新
作为，各镇（街道）在开展百姓理论说唱
团标准化建设过程中，要结合基层党
校、综合文化活动中心建设等工作一同
开展，一体多用，合理调配利用现有资
源，提高工作实效。区媒体部门要用好
资源，加强理论说唱团演出活动报道，
不断适应新时期理论宣传需要。

区领导开展河长制巡查工作

我区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方兴未艾
本报讯 渊记者 杨文龙冤近年来，我区把发
展农村电子商务作为助农增收的有力抓手，以
国家级电子商务现代物流园建设为载体，以发
展“一村一品一店”为重点，深入开展电商进万
家活动，推动供销 e 家等电商在农村设点、邮政
等第三方快递物流配送企业在农村发展，初步
形成“区域服务中心 + 乡镇服务站 + 村级服务
点”三级农村电商运营服务网络，为农产品电商
发展和农村电商创业孵化提供载体支撑。
我区按照一园三中心（电商产业园，区级电

全国政协考察组来淮考察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工作

和市、区领导先后视察了供销 e 家电商产业园，
并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目前，全区已注册农村电商 162 家、年销售
额达 2.1 亿元；培植销售超 500 万元以上农村电
商 1 个，销售超 50 万元以上农村电商 10 个，完
成 100 个村级电商服务站建设，车桥镇成功创
建省级电子商务示范镇，车桥镇卢滩村、漕运镇
中太村成功创建省级农村电子商务示范村。

打造旅游板块

本报讯 渊记者 严曼曼 通讯员 庞
黎 江凤玉冤11 月 6 日，淮河入海水道
淮安区区级河长、区委常委、宣传部长
张建闯带领区水利、住建及河长办等部
门有关人员开展巡河活动。
张建闯先后察看了三中沟、渔滨河
闸等现场点，并听取了水利、住建、沿线
街道主要负责人的河长制及黑臭水体
治理工作汇报，对属地、责任部门整治
工作所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

张建闯要求沿线各镇（街道）迅速
行动，简化手续流程，加快整治进度，尽
早出实效；要坚持守土负责、守土尽责，
履行环境保护和环境质量改善的属地
管理责任，做到日常管理长效化；要长
期安排专人值守，对河道上游源头的垃
圾和恶性水生植物进行拦截打捞清理
并加强管护；要进一步压实责任，巩固
成效，确保淮河入海水道淮安区段水质
达标。

建设精品景区

我区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彰显活力
本报讯渊通讯员 唐玉庭 记者 杨文龙冤近年来，区文
化旅游开发中心围绕区委区政府的决策部署，在区各相
关部门支持下，精心打造旅游板块，建成了萧湖景区、状
元府第、双创基地、万丰小吃文化街等 10 多个彰显特色
品牌的精品景区，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呈现勃勃生机。
近日袁 新安小学河西分校组织开展了
野游览之礼 从我做起冶师生秋游社会实践活
动遥
根据游学课程安排袁一年级师生参观了
野新安旅行团历史纪念馆冶袁二尧五尧六年级师
生来到景色宜人的萧湖公园和 勺 湖公 园 袁
三尧四年级师生分别去了漕运博物馆和淮安
府署遥 这次秋游活动学生们不仅身心得到了
放松袁也在文明礼仪尧遵守纪律尧爱护公物尧
讲究卫生等习惯方面得到了训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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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四个创新冶引领文化旅游发展
在文化旅游发展中，区文旅中心创新发展理念，引入
“全域旅游”战略思维，文旅融合系统布局淮安古城区旅
游资源；创新旅游产品，改变人文类旅游产品单一格局，
启动规划盐晶堡旅游度假区；创新管理模式，区属景区全
部实行公司化运作；创新服务配套，按照国家 5A 级景区
标准，实施城区文化景观提升和旅游基础配套。
野四大板块冶支撑文化旅游产业
我区以大投入促进大发展，三年累计投入 3 亿元，实
施 20 多个项目，四大板块支撑文旅产业。
伟人故里板块。重点深度打造周恩来故里 5A 级旅
游景区，完成了驸马巷、龙窝巷、估衣街等重要历史街区

改造，实施城区“五点一线”主干道恩来故里文化景观工
程，周恩来故乡氛围和漕运古都风韵得到了有力彰显。
古镇湖滨板块。策应国家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淮阴工
学院双创基地竣工进驻，万丰小吃文化街即将运营，萧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公园正在施工，吴承恩故居文
化广场、竹巷西街改造积极筹划进场，河下萧湖景区深度
开发不断取得突破。
运河观光板块。完成了里运河文化长廊慢行系统河
下大桥至海天路大桥一期工程，正在实施二期至友谊桥
段工程，初步形成连接淮安市主城区和古城区的旅游动
线。
休闲度假板块。启动了盐晶堡地块开发，利用淮安丰
富的地下岩盐资源，打造一座占地 700 多亩的盐晶堡水
上乐园、盐温泉度假村，建成国内首家最大规模的盐主题
旅游度假区，目前已完成了概念方案和地块拆迁。
野四项机制冶推进文化旅游建设
高位推进机制。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文化旅游工作，
平均每月召开一次文化旅游专题会议，会办解决文旅发
展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区规划、住建、国土、文广、旅游

等部门协同攻坚，形成了全区上下支持文旅发展的良好
态势。
多元投入机制。近年来，区文旅中心以抓工业招商的
力度和模式抓旅游招商，制订文化旅游业态招商优惠政
策，通过政策引导和资金扶持，引进了中国烹饪协会副会
长单位北京万丰小吃城进驻，引进苏州震泽园林公司建
“诗
设河下老街客栈，目前正在洽谈“中医世家精品民宿”
词大院精品民宿”等一大批高端业态进驻。
品牌营销机制。整合宣传推介资源，突出旅游营销成
效。成功举办了沈坤状元府正式开园、万丰小吃节、双创
基地进驻等节庆活动，特别是状元府开园和双创基地进
驻盛况空前，微信朋友圈等自媒体屡屡刷屏。央视中文国
《今日中国》杂志推
际“记住乡愁”播出河下古镇专题片，
出了河下古镇专版，
《人民日报》 海外版刊登了 《慢城河
下》文章。通过平台宣传、网络宣传、活动宣传，我区文化
旅游的社会关注度和影响力不断提升。
长效管理机制。建立了区城管、公安等多部门和社区
参与的景区网格化全时段管理体系，结合全国文明城市
创建，河下景区旅游环境和秩序得到大提升。目前正在推
进区属景区环境提升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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