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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 月 20 日上午袁县委十四届
三次全体渊扩大冤会议在县大剧院隆重召
开遥 县委书记梁三元作题为叶绿色富民尧实
干争先袁在聚力建设生态经济示范区中实
现持续跨越曳工作报告遥 县委副书记尧县长
朱海波主持大会袁并就贯彻落实会议精神
和抓好下半年重点工作提出要求遥 县领导
梁三元尧朱海波尧陈俊祥尧张晓红尧林波尧顾
强尧杨韬尧张健尧张柏尧杨正兵尧尹湘麟等在
主席台就座遥 县四套班子领导出席会议遥

此次县委全体渊扩大冤会袁是在龙虾节
胜利闭幕尧上半年各项工作顺利收官的重
要节点袁喜迎十九大尧奋力保全年的关键
时期袁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遥 既是总结上
半年尧部署下半年的工作性会议袁更是大
干当前尧放眼长远的全局性会议遥 会议的
主要任务是袁全面贯彻省委尧市委全会精
神和苏北发展座谈会的工作要求袁认真落
实上级关于盱眙新时期发展的决策部署袁
动员全县上下进一步抢抓新机遇尧展现新
作为袁聚焦特色尧聚力落实袁在更高层次上
推进生态优先尧绿色发展袁努力使富民工
作更有成效尧更有质量遥

会上袁 梁三元从五个方面作县委工作
报告遥 一是辩证看待形势袁增强绿色富民
的高度自觉遥 绿色富民袁是盱眙落实新的
发展理念尧践行野两山冶理论尧探索新形势下县域发
展新路径的重要抓手袁是把握发展趋势尧引领未来
走势尧构筑竞争优势的战略之举遥 全县上下要深刻
认识绿色富民的重大意义和重要作用遥 从区域竞

相发展的态势看袁绿色富民理应有为曰从落实共享
发展的走势看袁绿色富民必有作为曰从厚植争先发
展的优势看袁绿色富民大有可为遥 二是把握目标要
求袁勾画绿色富民的美好蓝图遥 推进绿色富民袁建

设生态经济示范区袁总的目标是院坚持向南向前袁
聚焦野一高双强冶袁紧扣野三个节点冶尧谋求野三个争
先冶尧实现野三个高于冶尧矢志野三个提升冶遥推动绿色
发展袁不仅要解决思想认识问题袁更要解决推进的

方式方法问题遥 要处理好快与慢尧舍与得尧
守与攻三对关系袁 大力促进特色显化尧资
源活化尧优势转化袁久久为功尧绵绵用力发
展生态经济遥 三是落实关键举措袁提升绿
色富民的发展水平遥 实现绿色富民袁生态
是底色袁项目是核心袁产业是关键袁平台是
支撑遥 要紧扣野五个上台阶冶尧野123冶工作袁
进一步强化招商意识袁 做强绿色产业尧优
化绿色环境尧提升绿色平台袁走出一条既
有野含金量冶尧更有野含绿量冶袁既能富百姓尧
又能优生态的发展新路遥 在产业升级中做
强绿色经济袁 在生态优化中彰显绿色本
底袁在平台建设中增强绿色动能遥 四是牢
记发展使命袁 坚守绿色富民的不变初心遥
富民是发展的根本所在袁推动绿色发展最
终要落实到富裕群众尧健康百姓尧提升农
民上来遥 要进一步造浓富民氛围尧强化富
民措施袁拿出过硬的富民成果遥 让创业之
路越走越宽袁让公共服务越办越好袁让扶
贫短板越补越强遥 五是强化组织保障袁汇
聚绿色富民的强大合力遥 绿色富民是一项
系统工程尧民心工程袁必须城乡一体尧上下
联动袁统筹兼顾尧整体推进袁广泛凝聚绿色
崛起尧生态富民的强大合力遥 形成合力攻
坚生动局面袁 发挥典型引领示范作用袁强
化督查考核激励效应遥

梁三元要求袁全县上下乘势而上尧争先实干袁
坚定不移走好绿色富民新路子袁 凝心聚力建好生
态经济示范区袁早日实现野一高双强冶盱眙梦浴

就贯彻落实好会议精神袁 渊下转 2 版冤

中共盱眙县委十四届三次全体（扩大）会议隆重召开
县委书记梁三元作题为《绿色富民、实干争先，在聚力建设生态经济示范区中实现持续跨越》工作报告 县委副书记、县长

朱海波主持会议并就贯彻落实会议精神和抓好下半年重点工作提出要求 县四套班子领导出席会议

昨天召开的县委十四届三次全体 渊扩大冤会
议袁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
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袁全面贯彻省委尧市
委全会精神和省苏北发展座谈会要求袁 对全县新
时期绿色富民工作进行了决策部署袁主题鲜明袁内
涵丰富袁吹响了聚焦特色尧聚力落实尧生态优先尧绿
色发展的嘹亮号角袁在全县上下引起了强烈共鸣遥

自十八大首提 野推进绿色发展袁 建设美丽中
国冶以来袁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绿色发展和富民惠
民进行重要阐述遥 我县落实绿色富民新的发展理
念得到了广泛认同袁 省委李强书记在苏北发展座
谈会上高频次肯定盱眙绿色发展袁 市委市政府将
盱眙作为全市唯一的生态经济示范区上报遥 在全
省生态经济区建设中袁盱眙地位凸显尧责任重大袁
我们更要致力于绿色发展袁倾情呵护好生态家园袁
创造更多的绿色财富袁让老百姓生活得更健康尧更
幸福遥

思路决定出路袁目标引领方向遥县委十四届三
次全体渊扩大冤会议绘就了绿色富民的美好蓝图遥
我们必须坚持向南向前袁聚焦野一高双强冶袁紧扣
2018 年创成全省生态经济示范区袁 力争 2020 年
建成全国生态经济示范区遥在苏北争先进尧全省争
进位尧全国争品牌中袁在绿色富民中实现野三个高
于冶袁即确保城乡居民收入增幅高于地区生产总值
增幅袁高于全省居民收入增幅袁农村居民收入增幅
高于城镇居民收入增幅袁确保到 2020 年袁城乡居

民收入比 2010 年翻一番袁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突破
4 万元袁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突破 2 万元袁建档立卡
农村低收入人口人均突破 6000 元袁提升人民群众
对生态发展的认同感袁 提升城乡居民对环境改善
的获得感袁提升盱眙百姓对山水城市的归属感袁努
力走出一条具有时代特征尧苏北特点尧盱眙特色的
绿色富民新路径遥

实现绿色富民袁生态是底色袁项目是核心袁产业
是关键袁平台是支撑遥将绿色富民落到实处袁必须在
产业升级中做强绿色经济袁即从扩大增量尧以新促
高袁优化陈量尧推陈出新袁提升质量尧以特制胜上做
优绿色工业曰从突出标识带动尧突出规模带动尧突出
改革带动上做强现代农业曰 从大力发展旅游业尧持
续壮大生命健康产业上做精特色服务业遥将绿色富
民落到实处袁 必须在生态优化中彰显绿色本底袁即
坚持在治理中净化生态尧在提升中优化生态尧在建
设中美化生态袁实现野生态优尧村庄美尧产业特尧农民
富尧集体强尧乡风好冶的社会风貌遥 将绿色富民落到
实处袁必须在平台建设中增强绿色动能袁经济开发
区尧宁淮产业园尧港口产业园要率先垂范袁做到野精
准尧专业尧务实冶遥

大生态普惠大民生袁微环境事关小幸福遥富民
是发展的根本所在袁 推动绿色发展最终要落实到
富裕群众尧健康百姓尧提升农民上来遥 必须强化重
点群体带动尧完善创业政策尧升级创业服务袁让富
民之路越走越宽曰必须高素质发展教育事业尧高标

准深化医改工作尧高品位繁荣社会文化尧高水平加
强社会治理袁让公共服务越办越好曰必须帮扶措施
精准落实尧 帮扶责任精准压实尧 帮扶管理精准详
实袁让扶贫短板越补越强遥

绿色富民是一项系统工程尧民心工程袁需要乡
镇街道当好主力军尧县直单位当好野店小二冶袁形成
合力攻坚的生动局面袁 充分发挥绿色富民带头人
典型引领示范作用袁强化督查考核激励效应遥

尤为重要的是袁没有项目袁绿色发展就是无源
之水尧无本之木遥 实现绿色富民袁必须牢固树立野项
目为王冶理念袁创新产业招商方式袁在注重增强片
区招商实效的同时袁更加注重资本招商袁搭建更多
资本招商平台袁 抓好已签约和即将签约资本项目
落实袁通过用好社会资本袁发挥基金的支撑作用尧
资本的杠杆作用袁来提高招商引资质效袁以项目大
突破促进盱眙绿色产业大发展尧大提升袁走出一条
既有野含金量冶尧更有野含绿量冶袁既能富百姓尧又能
优生态的发展新路遥

当前袁 盱眙绿色发展正呈现美景不胜收尧
发展逐浪高的崛起之势袁 我们必须乘势而上尧
争先实干袁 坚定不移走好绿色富民新路子袁凝
心聚力建好生态经济
示范区袁早日实现野一
高双强冶盱眙梦袁努力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
十九大胜利召开浴

坚 定 不 移 把 绿 色 富 民 落 到 实 处
要要要热烈祝贺县委十四届三次全体渊扩大冤会议胜利召开

本报讯 7 月 20 日下午袁 我县召开 2017 年
第二批产业发展扶持资金渊技改类冤现场兑现会遥
县委副书记尧县长朱海波现场向 9 家企业兑现扶
持资金近 158 万元袁 副县长章文风宣读扶持决
定袁 县技改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主要负责人尧
分管负责人袁50 强企业负责人及引资帮办单位
主要负责人等参加会议遥

朱海波说袁过去政府的扶持政策更多用在新
引进的企业上袁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袁县委县政

府开始在鼓励企业持续投入的积极性上下功夫袁
实行奖励政策袁让持续发展的企业能够享受到更
多的政策福利遥 他指出袁现在我县的技改项目总
量和体量在不断增长袁工业经济形势趋好尧税收
总量不断提升袁让人倍受鼓舞尧充满信心遥 他要
求袁要抓好工业经济袁促进税收和经济稳定增长袁
各企业要抓住新形势新机遇袁 提高科技含量尧减
少企业成本袁要把政策扶持资金迅速转变为企业
生产成本袁让企业进一步持续发展袁让资金发挥

最大作用袁 必须以坚韧的态度树雄心创大业袁多
发展能够给盱眙带来持续发展和富民的产业袁找
到盱眙发展的特色袁形成产业发展的亮点遥

会上袁 县经信委汇报了 2017 年上半年设备
投入情况尧第二批产业发展扶持资金渊技改类冤审
验情况曰江淮磁业公司负责人尧拟技改企业儒豪
精密机械公司负责人分别作了发言遥

记者 刘栋梅 实习记者 孙好

本报讯 日前袁 为期两天的苏北地区消化
道早癌干预论坛暨省级继续医学教育学习班在
县医院举办遥 来自连云港尧徐州尧宿迁尧镇江尧扬
州和淮安等地医院的 140 多位医护学员参加了
学习班遥

学习班上袁 省医学会消化内镜学会主任委
员尧 省中医院消化病诊疗及内镜中心主任韩树
堂袁省消化内镜学会前任主任委员尧东南大学附
属中大医院消化科主任施瑞华袁 省医学会消化
分会副主任委员尧 省人民医院消化科主任张国
新袁 中华医学会消化内镜学分会超声内镜学组
委员尧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消化科主
任医师吕瑛袁中华医学会 HP 学组委员尧南京市
第一医院消化科主任张振玉袁 省消化内镜学会
ERCP 学组委员尧盐城市第三人民医院消化内科
主任蒋丹斌袁省医学会消化病学会委员尧淮安市
第一人民医院大内科副主任尧 消化科主任杨晓
钟袁省医学会消化分会委员尧淮安市第二人民医
院消化科主任王昌成等多位专家尧 教授作了精
彩授课遥 渊下转 2 版冤

本报讯 7 月 20 日下午袁 全国安全生产电视
电话会议召开遥 县委副书记尧县长朱海波袁县委常
委尧常务副县长林波袁副县长雍梅尧郑海梁尧章文
风尧 冯建淮及相关部门和部分企业负责人在盱眙
分会场收听收看遥

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尧 李克强总理关
于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袁 总结 2017
年上半年安全生产工作袁 分析当前安全生产的形
势袁 全面部署下半年安全生产重点工作和全国安
全生产大检查工作袁 为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营造
稳定的安全生产环境遥

会议要求袁 要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习近平总书
记和李克强总理关于加强安全生产的重要讲话精
神上来袁增强红线意识袁要秉着对人民群众安全高
度负责的态度袁用强有力的措施袁坚决抓好各项安
全生产工作遥 要强力抓好各项工作的落实袁各地各
部门要将安全生产年度目标和下半年的工作任务
进一步分解袁尤其要把安全责任落到基层和企业袁
确保各项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位遥 记者 丁菲

2017 年第二批产业发展扶持资金渊技改类冤现场兑现会召开 我县组织收听收看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

县医院举办消化道早癌干预论坛

实干争先，坚定不移走好
绿色富民新路子，凝心聚力建
好生态经济示范区，早日实现
“一高双强”盱眙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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绽放军人本色 燃烧热血忠诚
要要要记 中 国 海 军 首 位 女 操 舵 兵 徐 玲

通讯员 雁导

总有一种真情让人泪流满面袁 总有一种力量让人热血沸
腾袁 总有一种忠诚让人痴心不改袁 总有一个名字让人无法忘
怀遥 虽然国庆大阅兵已成往事袁但三军女兵方队大阅兵的精神
永远熔铸在我们心中遥

2008 年的 11 月袁正服役于北京海军通信总站二大队的徐
玲和战友一起报名参加国庆六十周年阅兵庆典袁 经过层层选
拔袁在单位 100 多名女兵中袁徐玲和其他 10 名女兵入选袁成为
参加国庆阅兵方阵里一名海军女战士遥 历时近 300 天的艰苦
训练袁在 2009 年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国庆阅兵式上袁作为三军
女兵方队的一员袁正步走过天安门袁接受了胡主席的检阅遥

徐玲告诉记者院野阅兵当天 9 时天空终于出现我们期盼以
久的蔚蓝色遥 10 点多一点袁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来了袁胡锦涛
主席的检阅车从我的面前缓缓驶过袁 我的目光随着胡主席缓
缓移动袁当胡主席亲切地向我们问候院同志们好时袁我和战友
们的热血都沸腾了袁用平生最响亮的声音回答院首长好浴 那一
刻袁我的内心洋溢着从未有过的荣耀和幸福遥 当我和我的姐妹
们用整齐的步伐徒步经过天安门广场时袁 我告诫自己袁 平静
些袁再平静些袁要发挥平时的最好水平袁为祖国争光袁为海军争
光袁为家乡争光遥 冶徐玲和她的战友们在阅兵那天用 野最高昂
士气尧最严整军容尧最铿锵步伐尧最完美效果尧最磅礴的气势遥
整齐划一地走这 96 米尧128 步遥为了 96 米袁她们付出了太多太
多噎噎

铿锵步伐展豪情

2009 年底袁海军首次在各高等院校和海军部队招女水兵袁
徐玲毅然提交了申请遥 经过层层选拔后袁徐玲如愿成为海军首
批女水兵的一员袁来到北海舰队某训练基地袁接受了 5 个多月
船艺尧损管尧防核生化尧战场救护等共同科目的学习遥

2010 年 8 月 8 日袁中国海军首批女水兵登上野和平方舟冶
号医院船实习袁并进行海上适应性训练遥 喜欢挑战的徐玲选择
了非常男性化的专业要要要操舵遥 4 天的时间里袁徐玲跟着操舵
班长尧四级军士长陈继发学会了辨别方位尧航线袁如何执行命
令和报告等实操经验袁成为人民海军有史以来首位女操舵兵遥
2010 年 8 月 31 日袁野和平方舟冶号医院船启程赴亚丁湾以及亚
非 5 国执行医疗服务任务袁 这是中国海军女水兵首次随舰艇
远航遥 就在启程后的第二天袁徐玲开始独立值更袁成为上船实
习的 24 名女水兵中最早独立值更的遥 野我们一点不比男兵
差浴 冶徐玲自信满怀遥

经过 16 天的航渡袁野和平方舟冶 号医院船航经台湾海峡尧
西沙海域尧南沙海域尧马六甲海峡尧印度洋尧阿拉伯海等袁今天
顺利抵达亚丁湾海域遥 在这次 5300 多海里的航程中袁上船实
习的人民海军首位女操舵兵徐玲经历了大洋狂风巨浪的考
验袁具备了独立值更能力袁标志驾船闯大洋从此不再是中国男
舰员的专利遥

谈起一路的艰辛袁徐玲淡淡地说袁作为一名人民海军袁能
够在波涛中摸爬滚打是种荣誉袁 经历的也是成为优秀操舵员
的必经之路遥 8 年的军旅生涯不仅使我的世界观尧人生观和价
值观得到了重塑袁还使得自己的能力素质也得到了全面提升遥

英姿飒爽闯大洋

徐玲,江苏盱眙人,中共党员袁本科学历袁2005 年 12 月入伍袁原服役于 91181 部队渊辽宁舰冤袁
2013 年退出现役遥历任战士尧班长尧代理排长等职遥先后参加野09 年国庆阅兵冶尧野和平方舟冶号出访尧
辽宁舰试航等工作遥 期间荣立三等功 1 次尧优秀士兵 1 次尧野优秀训练标兵冶表彰 1 次袁多次获得嘉
奖表彰遥 从苏北大地袁到深蓝大洋袁2005 年毕业于南京体育学院的徐玲开始了自己的军旅生涯遥 她
用特有的坚韧质朴袁跨越了一道道艰难坎坷袁书写出一段段红门传奇遥

双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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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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