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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云县四队镇积极践行“我为群众办实事”承诺

用心用情谱写民生幸福“三部曲”
灌云县四队镇积极践行“我为群众办

实事”承诺，时刻把群众的“急愁难盼”作
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用心用情谱写惠民
利民的幸福“三部曲”，让全镇7万人民共
享乡村振兴建设成果。

抓实乡村环境整治， 谱写幸福家园
曲。该镇坚持“生态、生产、生活”并重，施
出三大重招，全镇域打响“蓝天、碧水、净
土”战役。2021年，全镇7家“散乱污”企业
全部关闭拆除。极力提升人居环境，立足
美丽乡村精心布局，成功打造隆兴村村前

庄、 三队村五幢房等5个美丽宜居村庄示
范点，同步实施河塘村庄疏浚整治，推进
“厕所革命”， 农村户厕无害化率98%以
上，最大化地阻断农村面源污染。同时，建
立“政府主导、分片负责、村组包干、群众
参与、市场运作”的管护机制，实行区域化
管理、市场化运作，按区域划分村（居）包
干责任制，落实保洁责任主体，保障全镇
环境卫生长效管理、常态保洁。

抓好农房改善，谱写“幸福宜居曲”。
坚持把“住上好房子、拥有好环境”作为提

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的重要抓手，精心做
好农房改善的“后半篇文章”，让群众搬得
出、稳得住、能致富。围绕周边产业规划，
突出“产业文章”，推动后腰、双闸等农民
小区建设，努力形成“村（居）连园区”的规
划格局，实现村（居）与产业基地、商贸服
务的多向融合。截至目前，四队镇已完成
农房改善200余套，让700余名农民实现了
“安居梦”。

抓强生态农业，谱写“幸福致富曲”。
该镇以高效生态农业为基础，不断壮大涉

农特色产业， 逐步形成以高效农业种植、
观光休闲旅游等项目为主体的多元经济
发展格局。今年以来，后腰、鲁河、兴三3个
生态农业重点建设村相继推动。2021年，
该镇首创首成全县首批省级健康镇，并荣
获全县唯一一家省级耕地保护激励单；镇
内知名农产品品牌“后鲁河”稻虾米还荣
获“江苏十佳稻田综合种养大米”金奖等
荣誉称号，生态农业已逐渐成为该镇群众
“钱袋子”鼓起来、“家院子”美起来的“幸
福密码”。 （王苏海）

拍卖公告
受委托，兹定于2022年8月18日10时，在我公司会议室

举行拍卖会，拍卖标的为:
1.位于灌云县伊山镇胜利中路南侧，二单元201室，建

筑面积为100.93平方米；
2.位于灌云县伊山镇胜利中路南侧，二单元302室，建

筑面积为100.93平方米；
3.位于灌云县伊山镇胜利中路南侧，二单元102室，建

筑面积为131.11平方米。
即日起在标的所在地展示。标的详情，请到我公司查看

房屋证件资料。有意竞买者，请于2022年8月15日17时前，持
有效身份证件到我公司报名，每项标的交纳20万元保证金。

公司地址：海州区瀛洲南路凤凰商务花园3-108室
咨询电话：85523319 18261385333

连云港市实德拍卖有限公司
2022年8月8日

灌南县审计局

抓实关键环节研究
提升国有企业审计质效

在县属重点国有企业运
营情况专项审计调查中，灌南
县审计局将研究型思维贯穿
审计全过程，实现“研”“审”互
促。

在优化组织方式上下功
夫。针对人手少、工作体量大
的现实问题，该局利用县国资
办对国有企业年度绩效考核
的时间节点，与其共同聘用社
会审计力量， 实现每家企业2
名国家审计人员、2名社会审
计人员的组合，优化了审计力
量配置。

在找准审计重点上下功
夫。做实审前调查，要求审计
人员充分把握国企改革、国企

运营管理等政策法规，了解相
关企业的经营范围、 资产负
债、内部控制等情况，找准审
计发力点。现场审计时，要求
各小组盯住资金、 盯住工程、
盯住风险， 精准揭示问题、分
析原因、提出建议。

在推动审计整改上下功
夫。审计组及时将审计发现问
题与被审计单位沟通，对能够
即时整改的问题推动即知即
改，对重点难点问题，加强分
析研讨， 共同探寻解决方案，
确保整改落实。此次审计促使
企业完善管理机制6项， 为提
升国有资产运营效率发挥了
积极作用。 （侯娟娟）

□ 袁春梅 乔婷婷 王艺云 徐继平

医疗保障网，稳稳兜住百姓健康

“放心，检查结果一切正常。”临近
中午， 胡红旗的相关检查结果都出来
了， 她一身轻松地拿出手机跟丈夫分
享自己的喜悦。8月初是胡红旗术后复
查的日子， 不久前她做了肾脏切除手
术，需要定期复查血常规、尿常规、肝
肾功能等血液检查。

1977年出生的胡红旗， 在二孩政
策全面放开后， 抓住生育期的尾巴生
了个小二子。“遇到疾病时还是挺担心
的，害怕看病需要很多钱。”胡红旗说。
去年，她总是觉得胃有些不舒服，一直
没当回事，今年因为疼痛加重去医院，
检查是肾结石。在短短的1个月时间内
肾结石疯狂长大，只能进行肾脏切除。

胡红旗的丈夫在邮政部门工作，
而她生育老二的这几年在家没有上
班，大女儿大专毕业刚刚参加工作，作
为普通的工薪阶层， 一听到要手术就
慌了，不知道要花多少钱。

“住院前预缴1万元，住院期间看
着每天的费用， 最后加起来近3万元
了，快赶上孩子爸爸大半年的工资了，
心里还是蛮担心钱的， 没想到最后出
院的时候，还退了我们4000多元，实际
上自己才花了5000多元。”说起医保政
策带来的益处， 胡红旗心中充满了感
激。

老家在灌南的胡红旗， 小时候没
少经历疾病压垮一家的痛楚。“我母亲
年轻时就患有糖尿病， 那会儿也打不
起胰岛素，病情发展得很快，引起了很

多的并发症，46岁时就离开了我们。父
亲先后3次中风，在床上瘫痪了很多年，
也是没钱看病。”胡红旗说。家人遭遇
的看病难、看病贵，一直让她对疾病有
心理阴影，直到这次自己手术，才真正
感受到， 现在的医保政策让他们这样
的普通家庭能承担得起。

今年4月， 胡红旗开始了新的工
作， 就在自己居住的兴业社区担任专
职网格员。跟居民接触的这段时间里，
她听到了、 遇到了不少发生在居民身
上的故事， 胡红旗感慨：“现在的医保
政策， 真的是让咱百姓能看得起病
了。”

73岁的姚士杰老人，2016年做了心
脏搭桥手术，手术后得长期服用药物。
“当时手术自费两三万元， 已经花费了
很大一笔钱，如果没有慢性特殊疾病报
销这项政策， 长期的医药费对老人来
说，确实是一个不小的开支。”胡红旗告
诉笔者。老人所吃药物中，一种药物因
为纳入国家集采，价格从原先的100元
左右降到了不足10元，另外，70岁后慢
性病用药报销比例也从75%提高到了
85%，所以现在老人每个月用药花费只
需70多元。

说起自己和身边人的经历，胡红旗
由衷地竖起大拇指，给国家的医保政策
点赞。

让百姓病有所医，是民生所盼、时
代所需。为了让像胡红旗这样的无数百
姓减轻就医负担，在疾病面前也能从容
不迫，我市一直在努力。

市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港

城已经形成了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
医疗救助为托底，补充医疗保险、商业
健康保险等共同发展的多层次医疗保
障体系，满足了群众多元化医疗保障需
求， 这张应保尽保的医疗保障大网，稳
稳兜住了港城百姓的健康。

近年来， 已有国家6批次药品、2批
次高值医用耗材， 省2批药品、6批次医
用耗材及“常连扬镇”医用耗材集采在
我市及时落地。 中选产品涵盖心脑血
管、糖尿病、抗肿瘤、心脏介入、关节置
换等内外科临床用药及医用耗材，共涉
及257种药品和18类高值医用耗材，价
格平均降幅50%，最高降幅超过90%。

“未来，大家看病所花的钱肯定会
越来越少。”胡红旗说。她坚信医保政策
会越来越完善，在帮助大家“渡过难关”
的同时，也会让大家有更好更多的就医
获得感。

近日， 海州区洪门街道洪门村开展美国白蛾喷药防治工
作。党员志愿者向居民讲解美国白蛾的危害及防治期间的注意
事项， 同时组织2名专业药物喷洒人员对树木上的白娥进行药
物防治。 通讯员 李帅 摄

8月5日下午，灌南县田楼镇政协工委邀请政协委员、镇人大
代表、群众代表参加了“李二圩战斗纪念馆”协商议事活动。去年
以来， 该镇以聚焦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实事为出发点，让
“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会真正达到问计于民、协商于民、服务为
民的效果。 通讯员 王华 孙莹莹 摄影报道

驼峰乡

织密防溺水“网格”
本报讯 （通讯员 李保成

郁峰） 正值暑期，为严防溺水
事故的发生、保护未成年人的
生命安全，东海县驼峰乡强化
防溺水网格化管理，扎实开展
防溺水工作，多措施织密防溺
水“网格”。

网格化+全水域排查。该
乡组织水务站人员，切实加强
对辖区内重要水域管理，明确
水域责任人，建立防溺水隐患
排查台账，同时对辖区内可能
存在安全隐患的水塘、水库、
水渠、河流等危险地段进行全
面摸排；对危险隐患地方进行
完善整改，及时在危险路段及
水域设置安全警示标牌，设立
安全隔离带、防护栏等，保证
每一个重点水域都有警示标
志，确保不留死角、不留隐患。

网格化+多维度宣传。该

乡充分利用乡村两级LED电
子显示屏、宣传页、宣传车、大
喇叭、微信群等“线上+线下”
方式宣传防溺水知识，以此提
高群众对防溺水安全教育知
晓率，乡村干部、党员志愿者，
网格员联合辖区学校老师对
留守儿童定期逐户走访，宣讲
安全知识， 切实提高群众、未
成年人防溺水意识和自我保
护能力。

网格化+常态化巡逻。该
乡组织党员干部、人大代表和
志愿者组成巡查队， 固定时间
对辖区坑塘、沟渠进行巡逻，一
旦发现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在坑
塘、沟渠游玩及时劝阻。乡纪委
督查组对全乡坑塘设施落实情
况及巡逻巡护情况进行不定期
督导检查，落实责任，确保防溺
水工作落到实处。

全市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开展1个月

公安机关破获刑事案件逾千起
本报讯 （记者 史卫平 通讯员 关宁

龙海江） 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
开展1个月来，全市公安机关通过全方位
排查、立体化巡防、多维度破案，共破获各
类刑事案件1074起， 调处各类矛盾纠纷
8400余起，排查整改各类安全隐患877处。

全市公安机关围绕夏季夜间易发案
人流密集区域开展全面摸排梳理，共排出
烧烤摊、夜店、大排档、KTV等店铺941家。
在此基础上，严格落实重点区域“1名点位
长、1个治安岗亭、1组巡防力量”措施，共
划设巡控区域191个，设置岗亭、方舱等支
点60处。 以强化社会面治安清查为突破
口， 先后组织开展3次社会面治安集中清

查行动、6次设卡清查行动。其中，对全市
所有娱乐场所集中进行全面“兜底”排查
整顿，共发现整改安全隐患127处，责令停
业整顿13家，处罚违法人员53名。

市公安局采取 “大数据+网上督察”
等方式，对全市寻衅滋事、聚众斗殴、故意
伤害等案件开展网上督察，各级公安机关
紧盯“命案必破、八类案件100%破案”目
标， 对全市在逃9类涉黑涉恶案件嫌疑人
开展缉捕攻势，今年以来全市17起命案全
破。侦破某烤吧聚众斗殴恶性案件，抓获6
名犯罪嫌疑人。 重拳打击整治养老诈骗，
通过警情回访、市长热线等渠道，广辟线
索来源，5月中旬以来，破获养老诈骗案件

46起，打掉团伙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100
余名，直接挽回经济损失2900余万元。

“强化治安乱象整治”是公安机关的
打击整治重点。期间，相关警种部门通过
研判夏季故意伤害、打架斗殴等7类警情、
案件和治安状况， 挂牌9个全市治安重点
地区，梳理确定26个治安乱点进行重点整
治。严打“黄赌毒”违法犯罪，共侦办刑事
案件20起、采取刑事强制措施79人，抓获
涉毒犯罪嫌疑人13名。6月下旬，通过多警
种联合行动，成功破获开设赌场案件1起，
当场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7名。

全市公安机关全力推进危险化学品
安全专项整治和打击整治枪爆违法犯罪

专项行动，地毯式排查涉危单位256家次、
易制毒化学品企业235家次， 整改各类安
全隐患76处。 深入开展基层消防安全检
查，加强对九小场所、夜市、烧烤店等重点
部位巡查检查， 现场发现整改安全隐患
186处，下发责令改正通知书73份，打通
消防通道200余处。市交警部门全面推行
常态管控、交叉互查、异地执法，严防发
生各类重特大安全事故。行动开展以来，
共查获各类交通违法行为21.4万起，其中
酒驾醉驾532起、超限超载1738起、无证
驾驶511起。 注销12名吸毒人员、20名精
神障碍患者驾驶证， 及时排除了交通安
全风险隐患。

近日，一年一度的渔湾嘻水寻龙季正式启动。
为发挥渔湾景区天然水世界和夏日避暑胜地

的优势，打造港城避暑新地标，渔湾景区通过举办
山泉西瓜宴、趣味泼水节、冰桶挑战、水枪大战等
清凉避暑活动为港城人打造了一个欢乐的 “海
洋”。

据悉，嘻水寻龙季活动从7月30日启动，8月28
日前每个双休日都将举办。

记者 徐黎一 通讯员 张志巧 刘东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