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区住
建 局 紧 扣 中 心 城
市建设目标任务，

立足节点要求，倒排工期安排，全力冲刺年度“大考”，跑
出各项建设加速度。

园林绿化工程提前完成。该局突出园林景观绿化人
文理念，着力打造恩来干部学院等生态绿地，大力实施龙
光阁北侧小游园等城市绿色“小客厅”，推进完成一批与
群众生活密切的主次干道绿化建设工程，城市绿化效果
进一步提升。

城市道路建设加快推进。该局积极完善城市路网，着
力打通城区道路“脉络”，抢抓当前气温回升、天气晴好的

有利天气，加快推进工程扫尾，实现城市道路建设速度再
突破，提前交付一批具备通行条件的主次干道，让城市交
通便畅达。

黑臭水体清障优先安排。根据城市棚改规划和年度
计划，结合房屋征收拆迁的特殊性，做好拆迁工地抑尘等
文明施工措施，加快推进在手的城区房屋拆迁进度，特别
是全面、全力推进黑臭水体整治河道红线内清障工作，努
力提供良好的后续施工环境，促进项目推进达序见效。

渊庄 重 李颖峰冤

本报讯 渊记者 严曼曼 通讯员 卢佳永冤2018 年，朱
桥镇秉持“抓发展必须抓党建、抓党建就是抓发展”的工
作理念，全面审视新时代基层党建工作新情况、新特点和
新常态，强化“主业”意识，主动履职尽责，提升组织力、执
行力和创新力，全面增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全镇上下呈
现出“党建工作有新亮点、经济社会有新发展”的生动局
面，为该镇新时代全面振兴崛起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

党建+责任 强化组织力量

该镇党委全面压实党建工作责任，积极履行党建工
作“第一责任人”的主体责任，将党建工作作为中心工
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和目标管理，着力打造抓基层党
建工作的新常态。强化领导主体，明确各级党组织书记
作为基层支部党建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严格对照“基层
党组织书记抓党建负面责任清单”夯实“一把手”岗位职
责。强化工作职责，通过年初签订党建工作目标责任书，
强化各级党组织抓党建工作的责任意识，进一步明确党
建分工，形成齐抓共管的局面。强化目标分解，结合实际
制定党建工作规划和具体实施意见，层层细化分解目标
任务，推进党建工作常态开展。强化制度建设，建立健全
规章制度，坚持党建工作月有例会、季有评议、年有述
职。强化考核奖惩，建立严密的党建工作目标考核奖惩
体系，充分运用党建工作考核结果严格兑现，奖优罚劣，
形成党建工作的联动格局。

党建+学习 提升队伍素质

该镇坚持把思想武装和理论引领作为党建工作思
想保证、智力支持的关键性措施来抓，坚持从宣传教育
入手，加强舆论导向，实施理论引领，推动全镇党建工作
高质效开展。强化教育培训，采取创新方式、拓宽渠道和
丰富载体等多种形式，全方位、立体式开展党员干部教
育培训，今年该镇先后开展了 39 期党员干部培训。强化
宣传引导，通过开展远程教育学习、“三会一课”“村官三
到”和专题党课等形式，全面打造“立体式”宣传网络，营
造风清气正的党建环境，催生创业干事的良好生态。结
合 2017 年度党委书记抓党建述职评议活动中提出的问
题，研究整改措施，加强引导与督促，通过加强理论学
习，增强工作激情；通过开展创先争优，大力营造积极向
上的氛围，弘扬正气；通过创新多样管理，提升教育实

效；通过加大关爱帮扶力度和对无职党员设岗定责，鼓
励“五老”党员走上党员岗位，服务基层、造福基层。

党建+项目 打造基层阵地

该镇紧紧依托党建项目的强力支撑，着力实施创新
工程，强势提升全镇党建工作实力，全面推动产业扶贫。
强化党建项目建设，以《无职党员设岗定责》党建项目实
施为重点，已在石塘村、五里村、孙杨村等村居全面开
展，按照“总支设岗、代表说岗、党员认岗、群众评岗”的
原则，完成了调查摸底，因事设岗，先后设立了党风廉政
监督岗、村容村貌监督岗、政策法律宣传岗、民事纠纷调
解岗 4 个岗位。强化党建阵地建设，该镇继续加大村级
综合服务中心建设力度，对已经建成的村级综合服务中
心进行全面完善配套和功能提升，积极发挥其阵地作
用，通过加强阵地建设、健全激励机制，提高党员责任意
识，激发工作积极性。对不达标的村申报市管党费援建
项目，扩建老旧村部，配套完善阵地功能，实现了全镇
13 个村（居）综合服务中心阵地建设全覆盖，为该镇党
建活动开展提供有效保障。强化队伍建设，结合全镇党
员干部队伍实际，开展了“作风建设年”和“跟踪问效年”
特色活动，大力度实施镇村干部队伍造优工程，通过教
育引导、常态考察、调优调强和从严监管，提升镇村干部
队伍的整体素质和工作能力。

党建+品牌 服务发展大局

该镇结合“作风建设年”和“跟踪问效年”工作，强化
品牌建设，继续实施“风清气正工程”“示范引领工程”和

“阳光公开工程”等三大党建工程，以党建载体的理论引
导和核心驱动，积极打造党建工作的特色和品牌。抓好
后进转化工作，该镇贯彻落实软弱后进基层党组织整顿
的文件精神，结合市委农村党建“七个一”工程和区委的

“七个提升”行动计划，对闸南村等软弱后进村开展整顿
工作。抓好非公党建创新，联合镇工会、企服站、劳动保
障服务站等部门，配合“非公党建千企行”活动，进一步
加大对全镇非公企业排查力度，清理“空壳”企业、“僵
尸”企业，过滤 43 家非公企业进行网上申报。抓好党建
扶贫，以党组织建设为引领、产业扶贫为抓手、“阳光扶
贫”和“一点五试”项目为依托，高效推进精准扶贫，全方
位推动脱贫致富，全面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值班总编 季 文 责 编 杨文龙 版 式 丁 颖

本报讯 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区文旅产业从
无到有、从有到优，得到了长足发展。特别是党的
十八大以来，我区文化旅游业呈现一片蓬勃发展
态势，成功创建了苏嘴湾生态园、恩赐山庄 2 个
江苏省四星级乡村旅游区，吴承恩故居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周恩来故里国家 AAAAA 级
旅游景区，将河下古镇景区打造成了“中国传统
建筑文化旅游目的地”。我区先后荣获了“长三角
最具魅力旅游度假名城”“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
乡”“中国杂技之乡”“中国书法之乡”“江苏省文
化先进县区”等荣誉称号。今年国庆期间，城区各
主要旅游景区人气爆棚，仅区属淮安府署、吴承
恩故居和沈坤状元府 3 景区累计接待游客量突
破 30 万人次，市场增效十分明显。

建设与宣传并重
把文旅底蕴转为文旅底气

开展文旅提档升级行动。建立了创建国家
全域旅游示范区例会制度，制定淮安区全域旅
游交通接驳车方案，建立快捷、高效、便利的旅
游交通体系。完善了全域旅游标识引导系统，推
动旅游“1+3+N”执法体系建设，推广淮安区旅
游“联票制”工作。

深入发掘和盘活文旅资源，积极开展文旅
宣传工作。原创大型淮剧《半副对联》荣获全市

“五个一”工程奖。《周恩来与故乡》情景剧全市
巡演。举办博里农民画交流展、博里农民画刺绣

精品展，参加国内外绘画展览和国际文化交流，
先后三次荣获全国大赛金奖。组织一批文化工
作者，围绕淮安特色文化，编写《文化淮安》。策
划精品旅游宣传活动，举办“淮安古城———海棠
依旧显芳华”南京旅游专场推介会，推出淮安区
旅游全新品牌“淮安古城———海棠依旧显芳
华”。开展同程旅游合作，举办“红色旅游推广
月”活动。推出“淮扬美食之旅”“缅怀伟人红色
之旅”“运河古城寻梦之旅”等多条精品路线。围
绕“西游文化、古城文化、红色文化”三大主题文
化，设计研发系列淮安区特色旅游商品，深入挖
掘淮安区旅游资源，设计制作了“古城淮安”旅
游手绘地图、老淮安口袋书等一批旅游宣传品。

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我区规划了集演艺
剧场、文物精品展示馆、宋庆龄儿童图书馆于一
体的恩来文化中心，打造了具有标准化、智能化、
特色化的乡镇文化示范阵地，建设了 333 个村级
综合文化服务中心，打造了农村“十里文化圈”、
城区“十五分钟文化圈”，建设了一批“文化机关、
文化社区、文化小区、文化企业、文化校园”，开展
了淮剧、“十番锣鼓”等民间文艺进校园、进小区、
进村居、进广场活动，开展了“情满淮安”文艺巡
演、文化进万家、文化“四送”等活动，剧院建设实
现了文化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

创新与规范并施
把文旅味道转为文旅力道

创新发展理念，促进文旅共同繁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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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非遗传习所
建设、推动互联网 + 文化行动计划，大力发展文
化微商、文化电商、动漫演艺等文化产业。全力服

务文化产业园创建，积极推动文化产业跨界融
合，重抓“文化 +”产业发展，引进以淮安老字号、
古玩市场、保健休闲、餐饮名小吃为主业态的项
目。扎实推进博里农民画、仇桥杂技、南闸民歌等
文化产品创作与生产，向制造型文化产业转移，
努力推动淮安文化产业壮起来、卖出去。

狠抓行业管理，打造平安文旅。加强制度建
设，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制，强化安全管理制度。
抓好重大节日的旅游安全工作，确保旅游节日
的组织、旅游工作有序、健康、平安。加强行业管
理，提升旅游服务质量，引导和鼓励旅行社规范
经营、做大做强，不断提升服务水平和质量。

建立健全文化市场“黑名单”制度，构建守
信激励、失信惩戒的监管机制，不断提升执法规
范化水平。加大对城乡网吧、歌舞厅、文物保护、
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综合执法力度，规范治理
文化市场，净化社会文化环境。

保护与利用并举
把文旅事业转为文旅产业

推进文化遗产保护，把文化事业转为文化
产业。我区完成了青莲岗文化遗址前期考古发
掘工作，科学编制了遗址公园建设规划。完成了
秦焕故居东路 1、2 期修缮、朱占科故居 11 号房
修缮、松寿中药号主屋修缮、胯下桥修缮、东岳
庙保养维护、博物馆馆藏字画修复、话山草堂碑
刻保护等工程。编制完成老西门大街历史街区
和庆城门遗址保护方案。建立了“楚州十番锣
鼓”传承基地。建成国家级县区级文物监管示范
区。

实施里运河文化长廊淮安区河下萧湖片区
的旅游开发。建成了河下古镇“一河两街五景”和
承恩坊游客集散中心，萧湖景区、沈坤状元府邸、
古镇客栈、庭院市肆、吴承恩文化广场、城河街道
路景观工程等相继竣工，并获得国家国资委颁发

“中国盐文化遗产保护奖”。渊紧转第四版冤

本报讯 12 月 11 日，新安城西幼儿
园改造工程项目在区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顺利开标。这是该中心实施的首个

“不见面”开标项目。开标当天，共有 40
多家投标单位通过远程解密模块对投
标文件进行了解密。

“不见面开标”实现了从“现场开

标”走向“线上开标”，有效节约了投标
单位的成本，大大提升了交易效率，真
正意义上实现了“线下不见面、线上面
对面”招标。这也是该中心对深化全程
电子化工作和深入推进“互联网 + 公共
资源交易”采取的又一举措。

渊沈雪婷冤

本报讯 日前，国家召开《献血法》
实施 20 周年暨 2016-2017 年无偿献血
表彰大会。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
红十字会总会、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
生局联合对 2016-2017 年度在全国无
偿献血工作中作出突出成绩的单位和
个人进行表彰，涂怀军获“全国无偿献

血奉献奖银奖”。
涂怀军，现任淮安凡之晟远大建筑

工业有限公司人力行政总监，退役军
人。2001 年以来，他连续 18 年 26 次志
愿参加无偿献血助人活动，献血量累计
达 8200 多毫升。

渊王 燕冤

本报讯 近日，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公
布了《第二批江苏省生态文明建设示范
乡镇（街道）、村（社区）名单》，我区朱桥、

流均、苏嘴等 3 个镇，石塘镇张兴村、朱
桥镇孙杨村、流均镇都梁村、苏嘴镇一心
村、钦工镇甘姜村等 5 个村榜上有名。

中共淮安市淮安区委主办
淮 安 区 报 社 承 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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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2 月 17 日，副区长、省级
河道运西河 - 新河河长黄沛江开展巡
河活动。

在听取了运西河 - 新河堆堤违章
建筑、违章养殖、葬坟等整治进展情况
汇报后，黄沛江对漕运镇河长制工作取
得的成绩予以肯定。

黄沛江要求，做好省级重点河湖长
效管理，对清理到位的鸡棚、渔网、河道
垃圾等问题开展经常性的巡查，确保问
题不反弹。镇河长办工作人员务必凝神
聚力，高标准完成交办的各项任务，使
河道治理少做无用功，效果最大化。

渊庞 黎 江凤玉冤

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系列报道之五

文旅融合勃发我区发展生机
本报记者 朱士新

区领导开展省级河道巡河活动

第二批省生态文明建设示范乡镇（街道）、村（社区）名单公布

我区 3镇 5村入选

涂怀军获“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银奖”

我区首个“不见面开标”项目完成招标

区住建局推进中心城市建设

为了进一步弘扬周恩来精神袁提高社区居民的文明素质袁助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袁由河下街道全国文明城市创
建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尧河下街道镇海村党总支尧村委会协办的基层文明巡演活动在文锦城举办遥 据悉袁野阳光艺术
团冶将在淮安区巡演 30 余次袁目前已完成 7 次演出袁活动不仅有精彩的文艺表演还有文明知识有奖竞答袁工作人员
还向群众发放野文明宣传手册冶与生活用品。 韩 峰 摄

渊紧接第一版冤打造开放了淮安府衙、中
国漕运博物馆、吴承恩故居 3 个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完成了驸马巷、龙
窝巷、上坂街、估衣街 4 条老街巷的保
护性修缮，有力彰显了淮安古城老街巷
的特色风韵。

打造“两大基地”引领文教装备和
印刷业发展。打造全国文教用品基地。
施河镇是全国闻名的“文教玩具之乡”，
正在按照“基地化、产业化、现代化、国
际化”的定位打造中国文教玩具城；打

造苏北新闻出版印刷发行基地。我区现
有规模印刷企业 29 家，其中产值过亿
元的企业有 6 家，正在加大引资力度，
积极打造淮安印刷产业园。

打造“一镇一品”引领民间艺术业
发展。近年来我区开展了为期三年的民
间非遗普查行动和“一镇一品”工程，编
制了淮安区非遗文化产业规划，建成了
河下古镇非遗文化产业园、湖嘴大街非
遗展示一条街，各镇（街道）都培育本土
非遗产业项目。重点扶持博里农民画和

仇桥杂技两大特色文化品牌，建成了博
里农民画创作基地和中国博里农民画
苑，成立了博里农民画发展有限公司，
开发了农民画刺绣、领带、纱巾、礼品包
装盒等 10 多个系列民间美术工艺品，
加快了博里农民画产业化进程；成立了
仇桥杂技协会，扶持了 30 多个杂技表
演团，培养 1500 多名演职人员，创作各
类表演节目 600 余种在全国各地演出，

“北有吴桥、南有仇桥”品牌初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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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外负担，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举措。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
发展的意见》和省纪委、省监委、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关于在全省开展教育领域人民群众反映强
烈突出问题专项治理的实施方案》要求，我区按照“规范一批、整改一批、取缔一批”的原则，对照省“8
个一律”要求，经过部门联审，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区级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同意，现将我区校外培训
机构专项治理第一批白名单予以公布，接受社会监督。如有不同意见或建议，请与淮安区校外培训机
构专项治理办公室联系。联系电话：85930661.邮箱：huatianyin@126.com。

淮安区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联席会议办公室
2018年 12月 18日

淮安区关于公布校外培训机构
专项治理第一批白名单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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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