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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周 建

今年以来，钦工镇借创建之力，深
入持久地开展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工
作。

该镇集中开展村居垃圾清理专项
治理行动，重点抓好农村“草堆、粪堆、
建筑垃圾堆”整治，残墙断壁、破旧房
屋的拆除、修复，加快农村户厕改造，
着力改善村容村貌。大力实施绿色家
园工程，抓好道路及村庄绿化美化，鼓
励群众在房前屋后种植林木花草；以
省道、县道、镇道绿化为重点，继续抓
好绿化树木的种植；在未安装路灯的
村庄逐步安装亮化设施，保障群众夜
间出行方便安全。全力抓好垃圾分类
试点工作，加快垃圾房、垃圾亭和分类
垃圾桶等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规范

“户分类、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工
作。结合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加强群众
文明意识教育，采取多种形式，教育群
众牢固树立“爱护环境、人人有责”的
意识，引导群众养成文明健康的生活
方式和行为习惯。以新建社区和村庄
改造提升为主要形式，加快推进改善
农民群众居住条件。今年，该镇拟新建
的集中居住区———淮浦社区一期工程
规划设计初步方案基本完成，设计建

筑面积约 7 万平方米，设计房屋约
420 套。改造提升“美丽乡村”东支社
区，规划面积 820 亩，改造提升约 620
户，目前编制规划设计方案已完成。

该镇采取“向上争取一点、财政拿
一点、社会筹一点、群众集一点”的办
法，有效解决经费投入不足的问题。各
村（居）采取公开招聘的办法，尽量从
建档立卡低收入户中选拔年纪较轻、
能吃苦、责任心强的人员作为村保洁
员，完善保洁员考核办法，将保洁员工
资与考勤考绩挂钩，进一步调动保洁
员工作的积极性。以新成立的综合行
政执法局为牵头单位，在村（居）干部、

“五老”人员中选聘一批专兼职人居环
境综合管理人员，形成人居环境综合
管理和统一执法联动机制，及时依法
查处破坏人居环境的人和事。

该镇把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工作纳
入年度高质量科学跨越发展综合考评
范围，实行月排名、季考核、年总评制
度，每季度进行一次单项考核，并将考
核结果与环境卫生整治经费直接挂
钩。考核等级分优秀、良好、一般 3 个
等次，实行以奖代补，后 3 名不予补
助。强化监督问责，对因重视不够、措
施不实、推进不力的村（居）主要负责
人进行严肃问责。

钦工镇借创建之力改善人居环境

融媒体记者 朱士新
通 讯 员 顾沛然 宋士勇

区档案馆采取把廉政建设融入干
部职工学习教育、党支部班子建设、单
位工作作风提升之中的“三融入”的做
法，取得了显著成效。几年来，单位没
有发生一起违法乱纪行为。

该馆把党风廉政建设纳入全体员
工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围绕廉政建
设，安排教育计划，开展多种形式的宣
传教育和学习活动。该馆利用党风廉
政相关档案资料，组建“周恩来特色档
案资料中心”，宣传周恩来精神，传承
周恩来廉洁自律的工作作风。馆党支
部积极创新学习教育形式，按照“人人
讲党风廉政、轮流讲党风廉政、定期讲
党风廉政”的要求，每个党员预先确定
主题，每周轮流主讲红色档案历史、党
风廉政建设知识，增强学习教育的趣
味性、实效性，提高全体人员的参与
感、获得感。

该馆党支部班子高度重视廉政建
设，把党风廉政建设纳入年度各项工
作目标考核的议事日程。开展支委成

员与各科室廉政建设结对活动，严格
按照“一岗双责”要求，细化分工和职
责落实。档案部门虽然“三重一大”事
项少，但严格规章程序一项不少。每年
开展的纸质档案数字化录入项目，支
部班子都集体研究，明确专人负责，严
格按照招标程序开展服务外包工作。
去年 93 万元的项目全部规范操作，做
到了公开透明。

该馆重视党风廉政建设与工作业
务的结合，将党风廉政建设贯穿、融
入、体现到各项工作的全过程。将档案
工作岗位责任、档案保密管理、档案库
房管理、档案销毁等制度与党风廉政
制度相结合，促进制度建设规范化、常
态化、长效化。推进档案查阅窗口建
设，不断改善工作作风，提高服务意
识，从 2013 年以来，该馆为群众提供
免费查阅、打印、复印服务，赢得了群
众的称赞。2018 年 11 月份，全区开展
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信息采集登
记工作，该馆组织全体职工加班加点，
为退役军人查阅退役信息提供优质服
务。

区档案馆加强廉政建设

中共淮安市淮安区委主办
淮安区融媒体中心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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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袁 漕运镇
积极推进农业产业结
构调整袁 大力发展荷
藕尧 芡实等水生经济
作物种植, 通过 野支
部+合作社+农户冶的
模式, 发挥大户示范
引领作用袁 助力农业
增效尧 农民增收袁带
动当地农民脱贫 致
富遥 图为漕运镇戴庄
村种植大户刘学田在
釆收荷藕遥

赵才兰
赵寿金 摄

融媒体记者 刘 蕾
通 讯 员 赵国清

今年以来，区教体局启动教育
系统“政治坚定、绝对忠诚、师德高
尚、业务精湛”主题教育活动，着力
做好“立规矩、树典型、破难题、抓质
量、强师能、精业务”等六项工作，推

进“三服务”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
坚持正风肃纪，让服务环境好

起来。该局在市德园召开全区教体
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大会，制定出台

《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代教师队伍
建设的意见》，划设“五条红线”，实
行“六个一律”，列出“十项负面清
单”，规范教师职业行为，促进教育
生态持续向好。

坚持争先创优，让服务意识强
起来。该局在官方微信平台开辟主
题教育“身边的榜样”专栏，促进教

职工学先进、争先进、当先进蔚然成
风，目前共推出 16 期，宣传优秀群
体 9 个、优秀教师代表 121 人次。践
行 101%服务理念，优化政务、生态、
服务、效能等四大营商环境，服务招
商项目，帮办项目建设，全力推进百
斯特食品智慧创享产业园、富春网
营物联、建华 PC 构件等项目建设。
积极服务外来务工经商人员，确保
随迁子女根据意愿 100%就读公办、
民办学校，并享受同等待遇。

坚持民本为重，让服务成效实起

来。该局加强优质教育资源建设,组建
城区小学、幼儿园三大教育集团，优
化布局乡镇中心初中; 积极服务红军
小学南北校区、红军中学东西校区、
楚州中学新校区等 9 个重点项目建
设，其中 7 个项目将于 8 月底交付使
用，2 个项目年底前完成主体施工。突
出开展“不打招呼、推门听课、质量监
测”等活动，在“动真碰硬、红脸出汗”
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密集开展暑期
师德师能培训，在全市首家建立系统
性教研队伍。

从铜锣、板鼓、钹到二胡，从
淮剧，从淮剧、京剧到流行歌曲，
生于 1949 年 10 月 5 日的流均镇
农民戴元法用多种乐器与不同曲
艺唱响了人生七十载光阴与祖国
的富强乐章。

“我小时候对别人唱戏很感兴
趣，我常常学着别人哼几句。那时
候的淮剧《三女抢板》我现在还能
唱。戴元法老先生回忆起童年的时
候唱起来《三女抢板》的片段。

戴元法幼时酷爱音乐，小小
的他在露天跟着表演者们一起唱
着流行在江淮大地的地方戏曲剧
种，有称门叹词、淮蹦子或江淮戏
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3
年正式采用了淮剧这一名称。

“新中国成立初期，，大家条
件还是艰苦的，就住那种茅草房，
穿草鞋子。不过在党的带领下，我
们都充满着希望，苦日子只是暂
时的，人们总是又唱又跳对生活

充满信心。”戴元法说。
兴趣是最好的的老师，1967

年，戴元法因为对文艺的爱好，参
加了乡里的武干民兵文艺宣传
队，并从那时起开始学习锣、板
鼓、钹、二胡等乐器演奏。

1969 年戴元法入伍。由于之
前有着拉二胡的底子，他一入伍
便承担了伴奏的工作，有时还担
任歌唱演员，常常表演节目。尽管
那个时候演唱环境十分艰苦，但
是老先生回忆起那段岁月的时
候，还是十分骄傲满足的。

1973 年，戴元法退伍回乡建
了两间土坯房，于 1975 年结婚。他
笑着和我们说：“结婚那时候，心
里高兴，唱了一首《打虎上山》。

‘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 抒豪情
寄壮志面对群山’。”说着戴老又
唱了起来。

1975 年戴元法的儿子戴国威
出生，第二年女儿戴国丽出生，一

家四口过得和和美美，生活条件
也逐步好转。

改革开放后，乡亲们生活条
件越来越好，钱包也越来越鼓，
1985 年，戴元法在亲朋好友的帮
助下建起了砖瓦房，日子越过越
红火。

戴元法聊起了上世纪 90 年代
的流行音乐，“那时候我就 40 多
岁了，在家劳动之余，也会唱唱流
行歌，闲暇时拉拉二胡，敲敲锣啊
鼓啊，我还试着用二胡、锣鼓来演
奏流行歌呢。”戴元法说着笑了起
来。

“现在，我的生活越来越好
了。家里面装了液晶电视、电脑，
手里还有智能手机。我喜欢收看
央视 11 套，有不少曲艺节目，我
喜欢《白蛇传》《板桥应试》等。”说
着，戴元法唱起《白蛇传》来。

戴元法的儿子戴国威长大
后，成为了一名货车驾驶员，儿媳

在上海的酒店做主管，夫妇俩收
入都不错，2008 年，戴国威建了两
层半楼。

“我常常在节假日和孩子们
去歌舞厅（KTV）里唱歌。设施非
常好，传统的戏曲、现代的歌曲都
能找到。我孙子孙女喜欢听周杰
伦的歌，有时候我还会跟他们讨
论讨论周杰伦呢。”戴老聊起孙
子，脸上藏不住笑意。

当被问及晚年生活，戴元法
老先生告诉我们，他常常去宝应
县的曹甸镇公园给唱歌的人伴
奏，有时候还去参加花船表演。

“我现在也开始上网了，我有时候
会刷刷抖音，发发视频。我还有个
微信号，微信名还是我儿子给我
起的呢！就叫‘宣传队老戴’”。

说到底还是得感谢国家感谢
党的好政策。我们这些老年人过
得都很幸福！”戴老先生开心地
说。

融媒体记者 朱士新

8 月 20 日上午，区委副书记、常
务副区长颜复带领区城管局、创建办
等部门负责人，来到镇淮楼中心路
段，围绕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测评体
系，现场指导结对经营户开展文明城
市创建工作，推进“五包五到位”进一
步落实。

颜复先后来到老凤祥、海澜之家
等门店，与经营户面对面交流，详细了

解“五包五到位”落实情况，并现场向
经营人员询问创建文明城市工作知晓
率。

颜复要求各经营户落实好主体责
任，确保门前“五包”、门内“五到位”。
要做好示范，以点带面，为我区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工作贡献一份力量。

融媒体记者 刘 蕾

8 月 19 日上午，区委书记徐子
佳主持召开今年第三批工业重大项
目入园评审会，研究、讨论、审定近
期拟入园的 5 个重大工业项目。他
强调，对入园项目定位要“高”，严把
项目准入门槛；推进要“快”，扫清项
目落地障碍，争取让体量更大、质态
更好的项目落户淮安区，成为推动
全区高质量跨越发展全市走前列的
新增长点。区领导施恩佩、吴洪刚、

黄沛江、葛明参加评
审会。

本 次 入 园 评 审
的项目，均为投资超

亿元的大项目，分别为住建局引进
的总投资约 1.6 亿元的五金制造及
外贸销售项目，招商服务中心、科技
局联合引进的总投资 1.3 亿元的机
器人制造项目，河下街道引进的总
投资 2.2 亿元的百川包装材料生产
项目，朱桥镇引进的总投资 2.756
亿元的井神石塘盐矿项目，车桥镇
引进的总投资 2000 万美元的上欧
木地板生产项目。

徐子佳指出，要守住项目质效
底线，高标准高质量招引项目。要坚

持产业导向不能偏、入园规模不能
小、环保门槛不能降、土地要素保障
不能松等理念，不断提高项目准入
门槛，严把项目入园关，规范项目准
入程序，真正使技术含量高、市场前
景广的项目入园落地。要强化合同
条款的约束性，在政策范围内为企
业解决困难，帮助企业成长，为全区
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活力”。

徐子佳强调，要为项目落地扫
清一切障碍。要立足于快，抓紧行
动，迅速进入开工建设阶段。对审定
同意入园的项目要加快推进，对已
经入园的项目要进行回头看，要有
强烈的 101%服务意识，进一步优化
审批手续，精简审批流程，做到一路

绿灯、一路畅通，帮助企业早进场、
早开工。要压实招引单位的责任，扎
扎实实推动项目尽快落地生根。

区长施恩佩要求，严格执行评
审机制，严把项目入园关，确保入园
项目的真实性。要聚焦主导产业，对
园区统筹规划，以科学规划引导产
业聚焦，形成优势板块，促进重大项
目快速落户。要强化亩均意识，确保
亩均投入产出。

各项目引进单位负责人介绍了
项目基本情况，区有关部门负责人
从专业和部门职责的角度明确表示
了是否同意项目入园，区分管领导
分别提出了评审意见和推进要求。

区委书记徐子佳在今年第三批工业重大项目入园评审会上强调

严把项目准入门槛 扫清项目落地障碍
区领导指导结对经营户共创文明城

区教体局优化教育生态提升服务效能

戴元法:小曲悠悠几十春秋
融媒体记者 郇玉乔 实习生 周子暄

融媒体记者 张益键

日前，来自太平洋建设集团的爱
心企业家张芸芹女士慷慨解囊，资助
贫困学子圆梦大学。

在捐资助学现场，张芸芹为 53 名
学生发放了每人 6000 元助学金，鼓励

他们放下负担，安心学习。张芸芹还表
示，每年都会为贫困学子发放助学金，
直至他们顺利完成学业。

活动中，同学们写下了自己大学
四年的奋斗目标投进心愿箱。大家表
示，一定会努力学习，争取学有所成，
实现理想，回报社会。

爱心企业家资助贫困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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