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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健委

农业农村局
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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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份部门用稿统计

本版责编 缪峥嵘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程 冰） 5月 29日下午，县委书记
张志勇，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周广峰带领县水务局、交通局
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开展巡河暨汛前检查，现场查看水位变
化、河道清洁、河坡管护以及闸机运行维护等情况。

张志勇一行先后来到太平排涝站、东漫水闸、石港仓
库、石港船闸和淮北闸等地，分别听取了城市防洪排涝工
程、入江水道金湖段水位控制方案、石港船闸现状及相关工
程拆建进展等情况汇报，详细了解防汛物资储备情况和防汛
准备工作开展情况。

张志勇指出，汛期当前，针对巡河发现的问题要制定问
题清单，限期整改到位。要在全县范围开展河道巡查和汛前
检修，做好防大汛、抗大旱、抢大险的各项准备，加快对设
备进行全方位检查与调试，确保度汛工程正常运行；要备足
备齐防汛抢险物资，加强防汛抢险队伍建设，修编完善各项
预案，着力夯实防汛基础，做好防汛值班值守工作，落实防
汛责任，提高预警研判和应急处置能力，确保全县平稳度
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李后艳）“六一”国际儿童节
来临，为让全县少年儿童度过一个愉快难忘的节日，营
造全社会关注儿童健康成长的良好氛围，5 月 29 日上
午，县委书记张志勇，县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绍忠，县委
常委、组织部长王星带领县财政局、教育体育局、人社
局等单位负责同志，赴金湖娃艺术小学、金湖娃艺术幼
儿园开展“六一”儿童节慰问活动。

在金湖娃艺术小学，张志勇一行观看了学生艺术作
品展和蹦床舞，欣然接受了学生代表为其佩戴的红领
巾，并向学校赠送了体育用品、图书，向学生代表赠送
了书包和文具。张志勇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国家的
未来、民族的希望，教育事业是最崇高、最光辉的事
业，承担着千千万万家庭的希望。他在观看孩子们的蹦
床舞时，深深感受到了孩子们的活力，希望孩子们要珍
惜美好而快乐的童年，更加努力学习，加强体育锻炼，
既要拥有智慧的大脑，也要拥有强健的体魄。广大教师
要牢记教书育人的神圣职责，用自身行动倡导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用真情启迪孩子们的童心，当好孩子健康
成长的引路人。学校要加强教育教学工作，不断提升教
育质量、完善设施条件，同时要做好食品安全、消防安
全等工作，让孩子们在更加幸福的环境中健康成长。

在金湖娃艺术幼儿园内，孩子们有的在玩轮滑、有
的在戏水、有的在唱歌……到处洋溢着浓厚的节日气
氛。“祝你们节日快乐。”张志勇高兴地跟孩子们打着招
呼，并向幼儿园赠送了玩具、绘本等节日礼品。张志勇
说，幼儿时期是打基础的关键阶段，希望广大幼儿教师
带着责任感和使命感，不断提高自身素质、提升保教水
平，充分释放幼儿天性，激发幼儿兴趣爱好，让幼儿在
潜移默化中养成良好行为习惯。

《人民日报》（2020年 05月 18日 05版）
不久前，笔者在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前山街道

翠珠工业区采访，一家科技型企业把一些电视设备
安装在了户外，为防风吹日晒，还搭建了一排临时
棚子用以遮挡。公司负责人对巡查的城管人员解
释，“前段时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停工停产，复
工复产后抢抓订单、扩大产能，可老厂房场地有

限，迫不得已才这样做。”执法人员
表示，疫情防控中，在保障安全生
产前提下，对临时建筑挂账登记，
暂缓处理，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珠海成为远近闻名的“花园城
市”，离不开平时的“严管”。如今，
允许这样的搭建建筑存在，体现了

“严管”之下的治理温度。结合疫情
防控常态化的实际需要，珠海在城
市管理上适当调整重点、放宽尺度，
对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出现的轻微违
规行为，通过劝导教育、规范整改
等方式，现场解决，不立案不下单，
实行免责处理。从今年 1月至 4月 20
日，珠海城管部门柔性处理轻微违
规行为 5402 起。从实际出发、替群
众着想，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行使
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展现了执法的
温度，获得市民与商家称赞。

城管执法是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的重要保障。坚持依法依规、公平
公正，是城管执法的基本要求。应
该看到，法律是有人情温度的，城
市发展也如此。可以说，城管执法
要坚持理性、平和、文明，寓管理
于服务之中。面对疫情防控期间的
特殊情况，珠海在坚持原则的基础
上，更加凸显温情、暖心。加快复
工复产、复市复业，帮助解决企业
特别是中小微企业面临的困难，城
市管理需要在维护城市环境、保障
社会秩序与让商贩能谋生有收入、

让市民得方便不烦心之间，找到共赢的平衡点。
城市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做好城市管理就要

顺应城市建设新形势、改革发展新要求、人民群众
新期待。当前，各地区各部门抓紧抓实抓细常态化
疫情防控，既要多措并举，有力有序推动复工复
产，又要刚柔并济，让城市管理用文明、温情的执
法方式为经济社会秩序全面恢复提供有力保障。因
此，抓城市管理、促城市发展，要创新路径方法，
下好“绣花”功夫，不断在细节上完善城市管理和
服务。唯其如此，才能为复工复产营造良好氛围，
让群众在城市生活得更舒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完善城市治理体系。
城市是生命体、有机体，应该善待城市，依法、科
学地治理好城市。新冠肺炎疫情给经济社会发展带
来了冲击，但是危和机同生并存，以此为契机探索
城市治理的新路子、找到城市管理的新法子，我们
就一定能让城市发展更有温度、更有质量。

本报讯 今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我县聚焦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以“一个不少，一户不落”为目标，重点攻
坚困难群体脱贫工作，通过社保兜底覆盖、开发扶贫车间、
培训就业技能等方式引导贫困户创收，提高收入水平。

政府出资送社保，困难群众兜底有保障
为强化社保兜底作用，实施好针对重点贫困户的全民参

保扶贫行动，县人社局充分发挥“托养一个人，解放一家
人”的脱贫效应，联合民政、扶贫部门，精准定位无力缴纳
社会保险费的贫困人员，由县政府资助其缴纳基本养老保险
费，实现贫困人口参保和社会化发放率均达 100%，年均待
遇增幅稳定在 8% 以上。今年以来，已为 2530 名重度残疾、
城乡低保人员代缴养老保险费 50.6 万元，发放社保待遇
236.8万元，切实减轻贫困人员参保缴费负担，有效提高社
会保险待遇水平。

车间建在家门口，贫困妇女再就业
县以扶贫车间为抓手，落实产业扶贫政策，推行“企

业+车间+贫困户”模式，鼓励当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开设
“就业扶贫车间”，吸纳有劳动能力的贫困群众，尤其是留守
妇女在家门口实现就业。今年以来，全县已成功建设就业扶
贫车间 2个，正在指导创建的就业扶贫车间 2个，培训扶贫
基地 1个，开发公益性岗位 79个，成功帮助 814名建档立卡
贫困劳动力实现就近就业，促进 1371 名农村劳动力转移就
业。

技能培训育巧手，低收入者有出路
县坚持以技扶贫的理念，通过提高劳动者自身素质来实

现收入增长。在统一城乡技能培训政策、整合培训优质资源
的基础上，创新“阵地+游击”“长期+短期”“线上+线下”
的培训模式，引导培训机构因村、因人、因时施训，将培训
设备、师资下沉到乡村，送技能到户。与此同时，重点打造

“荷都月嫂”“中式面点”等特色品牌，在当地营造“培训一
人、就业一人、脱贫一户”的致富氛围。今年以来，已开展
网络培训活动 4期，共培训 120余人次，疫情过后还将开展

“百场培训进乡村”，继续烹饪、家政服务、种植养殖等线下
培训，将实用技术送到群众家门口，实现有培训意愿的重点
群体免费职业技能培训率达到 90%以上。

(吴仁钢 贾亚群）

本报讯 去年，我县在淮安市率先打造全域公交品
牌。一年多来，全县 263 辆客运班车、36 条线路全部
实行公司化经营、公交化营运，镇村公交通达率达
100%，构建起城市、城乡、镇村、旅游一体化的客运
模式，在全省率先实现县级全域交通公交化。

惠民生 百姓乐出行

4 月 11 日下午，在银涂镇涂沟客运站，24 岁的陈
楠赶坐最后一班车回县城。陈楠在我县一家企业从事
财务工作，家在县城，每天下午 5 点他都准时来这里
乘车。

“公交票价 2 元，用‘e 出行’APP 打八折，很划
算。”陈楠说，关键是现在城乡公交车干净、卫生、准
点，服务也好，比城市公交坐着都舒服。

“全域公交也打通了咱农民的致富路。我老婆每星
期都带着自家种的蔬菜、草鸡蛋去县城卖，上午坐车
去，下午坐车回，可方便了，每个月能多挣几百块钱
呢！”来自唐港的陈师傅说。

城乡客运公司化、营运公交化运作以来，实行
“五定四统一”管理模式，即定线路、定班次、定时

间、定站点、定票价；统一排班、统一调度、统一管
理、统一结算。全县不分里程远近，城乡、镇村和旅
游公交票价统一 2元，城市公交票价 1元，办理“一卡
通”的群众可优惠乘车。目前，全县已建成农村公路
1400余 km、城乡公交站场 11个、公交站亭 210个，实
现了行政村双车道四级公路、镇村公交覆盖率 100%。

（下转二版）

张志勇等县领导开展
“六一”儿童节慰问活动

张志勇开展巡河暨
汛前检查工作

全域公交村村通 便民看景载幸福

我县多措并举“强筋骨”
精准扶贫惠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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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房 慧） 5月 29日上午，县人大常
委会主任蔡绍忠督查丘陵片防汛准备工作情况。

蔡绍忠先后实地督查了戴楼街道獾墩圩、洼西水库、黎
城街道柏涧站、金南镇高沟排涝站、南新河、乌龟套闸等
地。

蔡绍忠在督查时指出，防汛责任重于泰山，工作事关全
局，各级各部门一定要从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高度
给予重视。防汛设施要定时检查检修、防汛物资要准备到
位。克服麻痹思想，防汛措施、人员要落实到位。值班人员
要严格履职、加强巡查、沟通信息、科学防控，对重点单位
和重点区域必须 24小时不间断值守，一旦发现隐患要及时
投入足够力量予以处置，牢牢把握防汛工作的主动权，确保
安全度汛。

蔡绍忠督查丘陵片
防汛准备工作

图为县委书记张志勇等在金湖娃艺术幼儿园开展图为县委书记张志勇等在金湖娃艺术幼儿园开展““六一六一””儿童节慰问活动儿童节慰问活动。。 融媒体记者融媒体记者 陈义宝陈义宝 摄摄

55月月2929日日，“，“亲子制作环保时装秀亲子制作环保时装秀””活动在县实验幼儿园举行活动在县实验幼儿园举行，，小朋友们收集了旧报纸小朋友们收集了旧报纸、、包装盒等废旧包装盒等废旧
材料材料，，和父母一起动手设计制作了一套套和父母一起动手设计制作了一套套““环保时装环保时装”，”，并现场走秀并现场走秀，，喜庆喜庆““六一六一””儿童节儿童节。。图为萌娃们身图为萌娃们身
着创意环保服装走秀着创意环保服装走秀。。 陈义宝陈义宝 吴曙霞吴曙霞 摄摄//文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