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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唐 伟）近年来，我县始终
坚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高强度推
进、多维度提升、全要素保障，实现了旅游业态、公
共服务从跟跑者到引领者的精彩蝶变，产生了以旅先
行、百业兴旺的综合带动效应，顺利实现后发先至、
洼地崛起，走出了一条与传统经济发展历程不同的生
态文明之路，为苏北乃至全国旅游业欠发达地区提供
了很好的发展样板。

位于塔集镇境内的尧想国文旅区，以尧文化、尧
母文化为核心，建有尧帝广场、上古尧城体验区、尧
文化展示馆、塔集八景体验区、庆都育尧体验区、洞
房花烛婚庆体验区、尧帝上古儿童乐园等数十个片
区。该文旅区从 2019年 10月开园试营业以来，累计
接待游客 43万人次。

我县通过全域发力，推动旅游业态由观光向度假
升级；全时旺季，推动产业链条由白天向夜晚延伸；

全民参与，推动对客服务由粗放向精细改进。先后建
成 300km全域绿道，打造 2个国家 4A级景区，3个国
家 4A级标准景区，1个国家湿地公园、1个国家水利
风景区、1个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1个省级特色田
园乡村、1个省五星级标准乡村旅游区、3个省三星
级乡村旅游区。

据荷花荡景区工作人员何智慧介绍，在今年荷花
节期间，荷花荡景区还增加了 3D光影北极光之夜大
型灯展和美食一条街两个项目，让来荷花荡游玩的游
客，一整天都能享受“荷”的盛宴。今年荷花节开幕
的第一天，就接待了游客 1.2 万人
次，整个荷花节期间共接待游客 35
万人次。

在全域旅游理念的指引下，我
县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发生了巨大变
化，产业支撑愈发有力，旅游业快

速发展壮大；城乡面貌愈发精致，城区变成了景区、
田园变成了公园，家园变成了花园;富民效应愈发彰
显，越来越多的群众吃上了旅游饭、走上了致富路，
一条“生态越美丽——发展越兴旺——群众越幸福”
的高质量发展道路徐徐呈现。2019 年，全县接待游
客约 350.5 万人次，同比增长 20.1%，旅游收入达 42
亿元，同比增长 28.5%，增幅位列全市第一。

县旅游管理发展中心主任张书浩表示，下一步，
我县将紧紧围绕“十四五”旅游产业发展，抢抓高铁
时代赋予的新机遇、新动能，持续推进景区业态升
级，大力开展宣传营销活动，全力打响杉青水秀 、
为荷而来旅游形象品牌。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 程 冰） 28 日下午，
江苏省“手绘乡村”主题墙绘志愿服务活动在
塔集镇荷韵小镇启动。共青团江苏省委副书记
潘文卿，县委书记张志勇，共青团淮安市委书
记何喆，县委常委、组织部长王星等参加启动
仪式。

本次活动由共青团江苏省委主办，将在苏
北五市选择 20余个农房改造地，通过青年志愿
者在乡村开展社会实践，与美术专业力量相结
合，手绘优秀墙绘作品，助力农村环境提升和
美丽乡村建设，引领广大有志青年为建设美好
家园贡献智慧和力量。

张志勇致辞说，当前，乡村振兴正处于全
面攻坚的关键时期，也正是广大青年大显身手、
大展宏图、实现自己理想抱负的大好时机。开
展“手绘乡村”志愿服务活动，为广大青年参
与乡村建设搭建良好平台，既能美化新型农村
社区环境、增添更加浓厚人文气息，又能让广
大青年走进农村、认识农村，激发他们热爱农
村、奉献农村的激情。希望广大青年朋友把自
己的青年梦与乡村梦有机结合起来，在农村广
袤的天地间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尽情展现人生
价值，用青春色彩绘就更加绚烂的梦想之花。

潘文卿说，苏北农房改善是苏北乡村振兴
的重要环节，希望苏北各设区市团委高度重视，
聚焦农房改善重点需求，广泛发动大学生志愿
者、有艺术特长的团员青年、新兴青年群体参
与墙绘志愿服务，助力实现美丽乡村“处处
美”。要结合村情、因地制宜，注重将青年“手
绘乡村”与村庄实际相结合，多角度、全方位
挖掘村庄特色、发展特点，注入生态保护、历
史民俗、文明乡风、红色文化等元素，打造富
有江苏特色的风景线，助力提升美丽乡村“特
色美”。要统筹资源、内外兼修，结合“手绘乡
村”活动契机，引导青年志愿者、新兴青年群
体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在乡村大力弘扬文明新
风，倡导青年志愿者深入乡村参与乡村水源保
护、水体污染危害宣传、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人文环境提升等志愿服务活动，在乡村治理方
面发挥积极作用，助力提升美丽乡村“内在
美”。

启动仪式上，介绍了“手绘乡村”主题墙
绘志愿服务活动淮安行动方案；为 6支青年志愿
服务队授了旗；部分志愿者服务队与农房改善

村居进行了结对；青年志愿者代表宣读了手绘乡村倡议书；与会领导共
同启动了江苏省“手绘乡村”主题墙绘志愿服务活动，并参观了荷韵小
镇和青年志愿者手绘现场。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 杨苗苗） 27 日下午，
县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绍忠，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梁喜洲带队开展节前安全生产督查。

蔡绍忠一行首先到来苏宁易购广场项目建设
现场。苏宁易购项目总体量 12 万㎡，规划商铺
200余个，是我县汇聚购物、休闲、娱乐、餐饮
等多元化城市功能于一体的首家大型商业购物中
心，按照时间节点，该项目于 29日前结束全部装
潢工程，在 30日迎来正式开业。蔡绍忠一行对内
部电梯运行、消防安全通道、停车场、监控指挥
室等各项安全生产工作进行仔细检查，对餐饮区
食品安全、超市生鲜冷冻区进行仔细查看，蔡绍
忠充分肯定了该项目施工进度，并要求苏宁易购

牢固树立安全意识，切实强化施工人员安全防范
意识，对安全隐患做到即查即改；要严格施工质
量，硬核打造安全购物空间；要做好应急预案，
对开业期间的人流做好预期和应对措施；要协调
好交警、辅警、公安后勤保障工作，为苏宁易购
开业保驾护航。

在县农商行金融中心项目，蔡绍忠一行详细
查看项目施工情况，要求相关负责同志在保质保
安全的前提下，倒排工期，加快项目进度；帮办
单位要紧盯质效考核任务，统筹协调做好各项帮
办服务，力求项目在 12月中旬进入正式运营，共
同建成打造好金湖这座地标性建筑，为市民提供
优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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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绍忠带队开展节前安全生产督查

立足“杉青水秀” 筑梦“为荷而来”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 杨苗苗） 29 日上午，
县委书记张志勇深入我县部分重点企业开展中
秋、国庆“双节”前的安全生产督查。县委常
委、常务副县长吴佩坤，县委常委、开发区工委
书记沈启涛，副县长于升以及县应急管理局、住
建局、消防大队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督查。

在天力电缆，张志勇一行深入车间，仔细查
看安全生产情况，详细了解企业安全生产制度落
实情况。张志勇强调，安全生产大于天，没有安
全这个前面的“1”，后面再多的“0”都只是零，
节假日期间，企业更要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加
强员工安全意识培训，明确专人抓安全生产工
作，建立健全各项安全管理制度，严格执行操作
规程，提高安全防范技能，深入排查并及时消除
各类隐患，杜绝安全生产事故。对检查中发现的

隐患，张志勇要求企业负责人即刻整改，确保安
全生产万无一失，打造安全标杆企业。

在建源集团，张志勇仔细询问工作人员应急
处置知识，反复叮嘱企业负责人要警钟长鸣，时
时刻刻将安全生产的思想渗透到日常工作中，不
断强化企业安全主体责任感、使命感。张志勇
说，安全是企业最大的效益，企业只有坚持不懈
抓好安全责任落实，加大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力
度，提高安全意识，把安全生产落实到实处，才
能真正营造安全生产的良好环境，推动企业高质
量发展。

在督查过程中，随行的安全专家就检查中发
现的问题、存在的安全隐患逐一指出并进行安全
指导。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杨苗苗） 29日，县委书记
张志勇赴县开发区以“增强政治自觉 强化责任担当
以全面从严治党新成效引领县域治理现代化”为主
题，上纪法宣讲“千百万”行动专题党课。县委常
委、开发区工委书记沈启涛参加党课学习。

张志勇说，当前金湖正处于推进县域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这对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
大党员干部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需要我们进一步提
高对全面从严治党的认识，把“严”的主基调长期坚
持下去，不断夯实高水平推进县域治理现代化的思想
基础、廉洁基础、整治基础。

张志勇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是推进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的坚实前提和可靠保障，是应对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是
把制度优势转为治理效能，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
障，是永葆党初心使命，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
会革命的内在需要。党员干部要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
执着，把“严”的主基调长期坚持下来。

张志勇指出，全面从严治党开辟“中国之治”新
境界，就要进一步强化政治监督，增强“两个维护”
的政治自觉，确保政令畅通；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以优良作风全力打赢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
之战；要持续深化标本兼治，始终保持高压态势，扎
紧织密制度笼子，加强党纪国法教育，一体推进“不
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要完善党和国家
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张志勇强调，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全面提
升推进治理现代化的能力和水平，铸牢信仰的“定海
针”，握紧学习的“金钥匙”，铸造担当的“开山斧”，
守好廉洁的“压舱石”，为推进治理现代化提供坚实

保障，始终以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舍我其谁的使命
担当、大公无私的高尚境界，认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

要求，为推进淮安县域治理现代化、迈向“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作出应有贡献。

张志勇开展节前安全生产督查

本版责编 缪峥嵘

尊敬的全县居民朋友们：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增长智慧的重要方式，是一个国家、一

个民族精神发育、文明传承的重要途径。2019 年以来，我县创办
“吴运铎读书节”，唱响“悦读春天、七彩夏日、秋诵经典、缤纷冬
日”全民阅读四季歌，让阅读香飘湖城的每一个角落。县图书馆、
农家 （社区） 书屋、24小时城市书房、看看书吧、书香漂流屋等设
施不断建成和完善，全方位、多维度提供阅读新空间，方便群众随
时随地阅读，引领全民阅读“悦读悦美”，进一步激发了金湖人民向
上向善向美的精神追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群众多读书，我们的民族精神就会厚
重起来、深邃起来”“要提倡多读书，建设书香社会”。为此，我们
倡导：

每一位居民行动起来，走进您身边的阅读新空间，捧起书来，
与书交朋友，在阅读中陶冶情操、增长智慧、丰盈人生。

每一个家庭行动起来，开展亲子阅读活动，在阅读中共享时光、
品味幸福，让阅读成为家庭生活的一部分。

每一个单位行动起来，营造浓厚的阅读氛围，开展丰富多彩的
阅读活动，在阅读中体会责任与担当，全民推动金湖“五县共建”
和高质量跨越发展。

尊敬的全县居民朋友们：您知道什么是阅读吗？它既包含纸质
书籍的阅读，又包含手机阅读，听收音机、听广播、看电子书、刷
视频、看电视节目等都是阅读。

近期，省全民阅读办委托省民意调查中心，将对我县居民阅读
状况进行电话调查。如果您接到 025开头，尾号是 12340的电话，请
您耐心接受问询，礼貌作出回答。您的耐心接听是您文明素质的体
现，您的分秒回答是文明金湖的缩影，都是对书香金湖建设的支持！

衷心感谢您的支持和配合！
金湖县全民阅读办
2020年9月29日

张志勇赴县开发区上纪法宣讲
“千百万”行动专题党课

倡导全民阅读 建设书香金湖

致全县居民朋友们的一封信

图为县委书记张志勇在县开发区上专题党课图为县委书记张志勇在县开发区上专题党课。。 融媒体记者融媒体记者 陈义宝陈义宝 摄摄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李后艳） 29日上
午，全县三季度安委会扩大会议召开。县长
万旭东，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吴佩坤出席
会议；副县长张荣平主持会议。

万旭东对今年以来全县安全生产工作成
效予以肯定，同时，指出了当前安全生产工
作仍存在的薄弱环节。就做好节日期间和下
阶段全县安全生产和相关工作，万旭东强
调，全县上下一定要系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自觉把安全发展理念融入
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一刻不放松地抓安
全，一丝不懈怠地保安全，以最坚决的态度
守住安全红线；要把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
责任作为重中之重，全面推行企业全员安全
生产责任制，明确企业实际控制人、法定代
表人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的责任，督促企业
在人员配备、安全投入、制度管理等方面规
范操作，以最严格的要求落实安全责任；要
建立健全“谁检查、谁签字、谁负责”的责
任机制，细化落实安全生产检查责任，加强
对问题隐患整改情况的检查督查，以最严格
的措施整改问题隐患；各条线、镇街、部门
和单位，要进一步强化担当，以更高站位、
更严要求、更实举措，为全县群众营造一个
安全祥和的节日环境。

就三季度目标考核工作，万旭东指出，
各条线、镇街、部门和单位要只争朝夕、奋
发有为，进一步细化举措抓落实，紧盯项目
强支撑，强化协调争进位，全力推动各项指
标再提升、再进位，为冲刺全年目标任务奠
定坚实基础，确保高质量考核和高水平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全市第一、全省进位。

会上，吴佩坤通报了全县安全生产专项
整治开展情况及省市督导交办问题隐患整改
情况；县应急管理局传达了国家、省市安全生产会议
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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