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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阴公安全警动员助力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光前

文松

本报讯 今年是我市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的“冲刺之年”，为全力打赢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攻坚战，淮阴公安
分局按照区委、区政府和市公安局的
要求，全警动员、多策并举，立足公安
本职、突出重点难点，为我市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护航助力。
道路交通是文明城市建设的“主
战场”，淮阴公安分局纵深推进交通
文明专项整治行动，常态化开展酒驾
醉驾、违法停车、不礼让斑马线、非法
营运等交通违法行为的专项治理 。
截至目前，淮阴公安分局共查处机动

车违停 816 起、行人和非机动车违法
337 起 ，查 扣 各 类 电 动 三 四 轮 车 15
辆。与此同时，淮阴区交警大队联合
住建部门对翔宇北道珠江路口等 3 处
城区堵点乱点进行整治。针对城区
道路路内停车泊位设置情况，提请区
创建办会同区城管、住建等部门逐一
实地查看，进行统一规划、统一设置，
确保城区道路停车秩序规范有序。
城市面貌是人们的第一印象，淮
阴公安分局对局机关办公楼、交警大
队及 24 个派出所办公建筑外观墙面、
警务标识等进行统一的清理修缮，更
换派出所内外以及街面警用标识，定
期组织开展卫生清洁活动，规范办公
室办公用品和个人物品摆放，营造了

整洁、舒适的内部环境。
为进一步营造创建文明城市的
浓厚氛围，淮阴公安分局参考全国文
明网推荐的创文宣传图片，精心设计
制作了 4 种类型的宣传展板，摆放在
全局 45 个窗口单位，同时在各单位电
子大屏滚动播放宣传标语，发放创文
宣传册，多途径、多角度做好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的宣传工作。
在服务群众方面，淮阴公安分局
坚持依法行政、便民利民，严格落实
警务公开制度，健全群众投诉处理机
制。他们设立志愿服务岗，推行文明
服务用语，进一步规范了派出所接处
警、户政、出入境、信访等窗口部门办
事办证服务工作；始终把群众需要作

为工作导向，实行阵地前移、精准服
务、提质增效，让群众尽可能少跑一
趟路、少进一扇门、少找一个人，最大
限度降低群众的办事成本。他们还
设立 24 小时居民身份证自助办证区，
向群众提供更加优质便捷的办证办
事服务，
赢得了群众称赞。
随着国内疫情形势的好转，严防
境外疫情输入成为当前疫情防控重
点。淮阴公安分局在做好全国文明
城市创建工作的同时，继续坚持做好
疫情防控工作，组织民警通过对涉外
企业、高校进行走访等方式，掌握了
解外籍人员出行情况及来淮计划，全
面查清在淮外籍人员底数，做好集中
隔离工作。

刘老庄镇大力推动农房改善工作
■李春峰

张祥飞

本报讯 淮阴区刘老庄镇后河
社区、友谊社区建设工程 3 月 28 日开
工，这两个新开工的社区，紧邻镇纺
织工业园区和镇中心集市，可以充分
满足群众日常生产生活需求。
实施农房改善工程是刘老庄镇
践行“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生动

实践，是增进民生福祉的务实之举，
也是统筹推进脱贫攻坚的重要途
径。近年来，经过广大干群的共同努
力，该镇 18 个村有 11 个开展了农民
住房条件改善工作，累计改善农房
6041 户 ，建 成 现 代 化 新 农 村 社 区 7
个。今年，同心社区、友谊社区、后河
社区、双庄社区二期共千套住房将如
期交付使用。另外，该镇今年还将启
动姜庄社区、南营社区、杨庄社区的

农房改善工作。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后河社区
和友谊社区建设工程的开工已经耽
误了一个多月，为了尽快满足群众早
入住的愿望，镇政府积极发挥协调作
用，为施工方解决实际困难，及时发
现和解决建设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为
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协助施工方全力夺回失去的时间，确
保群众如期搬入新居。为保证房屋

质量，镇政府聘请专业监理公司，全
程参与农房改善工程质量的监管工
作，还组织群众代表和老党员代表全
程参与农房改善工程质量的监管工
作，提高群众对农房改善工作的知情
权、参与权、监督权，进一步夯实“廉
洁搬迁”
“ 阳光搬迁”的群众基础，真
心实意地做好群众工作，提高群众满
意度。

王斐

本报讯 为多渠道满足群众学法需求，
创新普法形式，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法治体
验感、获得感，淮阴区司法局将省级优秀法治
文化示范点“搬”到网上，打造了“法治文化云
游馆”
，并于 4 月 8 日全国司法日当天开放。
该局通过网上巡游等新型普法形式，以
多名普法志愿者游览、介绍优秀省级法治文
化阵地为切入点，将讲解视频上传至“法润江
苏网”
“江苏淮阴普法网”
“淮安普法网”，供网
友随时点播，建成网上随时点看的法治文化
阵地。通过抖音、微信、微博、燃信等线上平
台传播普法视频。
盐河法治文化广场是该局首批带领网友
游览的省级优秀法治文化示范点之一。网友
足不出户即可游览法治文化阵地，聆听法治
文化故事，感受法治文化魅力。
据悉，该局将定期开设普法直播栏目，进
一步开展“普法微课堂”活动，培育法律明白
人、草根名嘴和“漂母”普法志愿者服务团，打
造普法品牌，纵深推进“法律七进”活动，圆满
完成
“七五”
普法终期验收。

蒋孟文 徐邦永

明文

淮阴城管整治内环高架市容秩序

本报讯 近年来，淮阴区赵集卫
生院党支部凝心聚力，科学安排，发
挥基层党支部坚强堡垒作用，奋力推
进基层党建工作，确保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推进高家堰镇社会经济发
展。
他们结合当前疫情防控形势向
■执大文
本报讯 近
期，淮阴城管部门
启动内环高架沿
线市容整治专项
行动。
此次专项行
动有四项内容。
一是规范户外广
告，开展“天际线”
专项行动，重塑整
洁清朗的城市空
间；二是对建筑立
面进行高标准整
修美化，对破旧建
筑进行整修或刷
新；三是统一空调
外机位置，体现美
观；四是推进沿街
油烟净化装置后
移，净化美化墙面
立面。
此外，对跨门
经营和流动摊点
占道经营、非机动
车乱停放、不文明
养 犬、乱 拉 乱 挂、
乱 堆 乱 放 、乱 张
贴 、乱 涂 写 等 问
题，淮阴城管部门
也将进行高标准
精细管理整治，全
方位提升内环高
架沿线环境面貌。
目前，淮阴城
管部门已完成相
关问题的前期排
查摸底工作。

本报讯 4 月 1 日，淮阴区法院
组织 16 名干警开展责任路段卫生清
扫活动，努力创造干净、整洁、文明、
有序的城市环境。
在清扫过程中，干警们发扬不

怕脏、不怕累的精神，认真清扫道路
两旁的尘土、树叶、纸屑、果皮、烟
头，大家分工明确，默契配合，不放
过任何一个卫生死角，用实际行动
美化城市环境，为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贡献力量。

老张集卫生院
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侍继强
本报讯 日前，淮阴区老张集
卫生院组织职工开展无偿献血活
动，院领导对本次活动高度重视，在
全院上下广泛宣传、深入发动，广大
职工积极响应，
踊跃报名参加。
当日早上 8 点，献血车便开到了
老张集卫生院门诊楼前，淮阴区血
站工作人员提早将各种采血设备布

置就位。填表、化验、抽血……所有
流程井然有序，整个献血现场气氛
热烈。该院副院长李东红率先献
血，其他临床医务人员、行政后勤人
员纷纷参加，许多工作人员献完血
后马上投入到工作之中。
此次老张集卫生院共有 26 名职
工参加献血，累计献血量达到 8700
毫升。

古寨卫生院多举措
狠抓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本报讯 近年来，淮阴区古寨
卫生院定期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市、
区有关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文件
精神，部署创建工作，对市、区级督
查反馈问题及时进行整改。
该院建立三级创建责任制。一
是建立点位负责制，积极动员全体
职工参与文明创建工作，把医院所
有区域划分点位，将责任落实到每
一位职工；二是建立轮岗巡查制，每
天有两位专职职工在全院范围内开

展文明创建工作巡查，留有巡查记
录，巡查照片每天不低于 20 张，并及
时上传至微信工作群；三是建立领
导督查制，分管领导和主要领导每
天督查不低于 5 次，对查出的问题及
时上报整改。
该院加强宣传，营造浓厚的创
建氛围。每个月更新宣传标语及宣
传板块，积极开展文明大走访活动，
下村发放文明创建知识调查问卷，
为居民普及文明创建知识，收集群
众建议，
并及时反馈至创建系统。

韩桥卫生院开展
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大检查
■董正国

赵集卫生院推进基层党建工作
■赵卫宣

■石睿

■谢蒙

淮阴区
“云游普法”
唱响司法日
■李晓玲

淮阴法院组织干警
开展卫生清扫活动

好的实际情况，毫不松懈地把好外防
输入、内防扩散关，推进企业复工复
产。他们组织疫情防控小分队深入
厂矿企业，为职工测体温、开展信息
登记等工作，对外地归来的员工做到
及时登记、严格认真地做好体温监测
等工作。对厂矿食堂就餐制度制定、
消毒剂的选择与使用情况进行详细
指导，做到防患于未然。目前，该镇
已有 20 多家厂矿企业复工复产。

他们不定期组织家庭医生服务
团队深入各村开展政策宣教活动，因
地制宜地利用村人口计生学校、老年
活动中心等平台和党员活动的机会，
不失时机地向广大党员干部和农民
朋友宣传党和政府的各项惠民政
策。同时利用党建橱窗、健康教育文
化长廊，向广大群众宣传健康知识和
应急处理自救方法，提高群众的思想
觉悟和健康水平。

日前，他们紧急行动起来开展大
扫除活动，对科室、病房、大厅进行集
中整治，严格消毒，做到窗明几净、地
面一尘不染，
道路无落叶和果皮。
他们组织志愿者服务队，每天检
查各科室、候诊大厅等环境卫生，发
现问题及时纠正，同时开展吸烟劝阻
工作，确保创卫工作无死角，为广大
患者提供一个舒适安逸的诊疗环境。

淮阴区改进居民医保门诊统筹基金支付方式
■周文书

石惠媛 赵越

本报讯 日前，淮阴区改变以
往支付方式，在全区基层医疗单位
全面实行门诊统筹基金按人头付
费。
针对以往以医疗机构历史门诊

服务人次、家庭医生签约人群数量、
医疗机构所在地常住人口数量为指
标的基金支付方式已逐渐不适应医
保事业发展的形势，淮阴区医保局
在充分听取医疗机构和卫健部门意
见的基础上，研究制定并实行新的
支付方式。新的支付方式以医疗机
构的门诊就诊人数为支付依据，与

医疗机构门诊服务时开出处方及检
查单数量脱钩。
此举旨在调动医疗机构服务参
保对象的积极性，
扩大门诊统筹的受
益面，鼓励医疗机构因病施治，避免
大处方、乱检查等过度医疗行为，降
低门诊患者次均医疗费用，
让参保对
象充分享受医保改革带来的红利。

淮阴医保监管推行“两定”医药机构“一户一档”制
■金凡

杨玲

本报讯 今年以来，淮阴区医
保局在统一档案编号的基础上，对
辖区内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
店进行分类建档，实行“一户一档”

制，强化对“两定”医药机构信息规
范化管理，持续推进医保服务规范
化建设。
目前，该区 230 余家“两定”医
药机构已完成建档。该制度的建立
和推行，使得医保经办机构可根据
医疗机构的诊疗许可范围，有效监

管医院在诊疗过程中是否存在超诊
疗科目范围的违规行为，可根据零
售药店的执业信息，查询药店在经
营过程中是否存在经营超许可范
围、药师挂证等违规行为，实现医药
服务
“痕迹化”
、医保监管
“溯源化”
。

淮阴区两部门开展医保基金管理专项治理行动
■夏美云
本报讯 近日，淮阴区医疗保
障局联合区卫生健康委在全区乡镇
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规
范医疗行为、加强医疗保险基金监
管专项治理行动。
此次行动分为自查自纠、重点
核查、督查处理、规范总结等四个阶
段。重点检查定点医疗机构在提供
医疗服务过程中，是否存在以下行

为：利用参保人员参保凭证，伪造住
院病历资料，骗取医保基金；将不符
合入院标准的参保人员，特别是特
困供养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成
员、建档立卡低收入人口等长期、多
次收治住院；擅自以减免个人自付
费用、提供免费伙食等方式诱导不
符合住院标准的参保人员住院；虚
记、多记药品、诊疗项目、医用耗材、
医疗服务设施等。
淮阴区医疗保障局和区卫生健
康委要求工作人员思想上高度重

视，准确把握检查内容，加强协调配
合，确保此次专项检查取得实实在
在的效果。对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
题，要做到不掩饰、不回避，严格依
法办事、按规定程序处理。对涉嫌
犯罪的，视情形分别移送纪委监委
或公安机关处理。严厉打击医疗保
障领域骗保行为，保证医疗保险基
金安全运行，减少不合理的就医负
担。推进实施部门联合监管、社会
力量参与监管的机制。

岳朝会

本报讯 近日，淮阴区韩桥卫
生院围绕“一切以病人为中心”的服
务宗旨，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大
检查，努力为患者提供安全、舒适的
诊疗环境，切实将安全生产落实到
日常具体工作中。
针对春季风大、气候干燥等特
点，韩桥卫生院加强安全生产管理
工作，在组织全院职工开展安全生
产知识学习的同时，认真做好安全
生产各项制度、措施的督查、落实、
整改工作。同时，成立检查组，对全
院进行一次用电、防火、防盗等安全
生产专项整治大检查。
检查组检查了全院各科室的诊

疗环境、消防安全设施情况，特别到
安全生产重点防范部位，了解各项
安全责任、安全生产流程、安全防范
措施、管理制度的落实情况及安全
人员在岗情况。对每一个环节进行
“横向到底、纵向到边”
“ 拉网式”排
查，把排查出的问题表格式、清单式
列出，注明排查人，针对排查出的问
题提出具体措施，注明整改时间节
点、具体责任人。要求各科室、部门
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加大防范
力度，强化措施，消除安全隐患，对
排查不深入、不到位、存在隐患不如
实上报和及时整改者，将严肃追责
问责，切实为患者提供一个安全、优
良的诊疗环境。

南陈集水利站足额完成
全年水利工程水费征收工作
■杨小勇

钮洪洋

本报讯 为使水利工程水费征
收工作进入规范化轨道，淮阴区南
陈集水利站未雨绸缪，在做好疫情
防控宣传的同时利用喇叭、宣传车

广泛宣传水利工程水费征收的相关
政策，
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今年截至目前，该站已上缴水
利工程水费征收 386725.68 元，提前
足额完成全年上缴任务。

徐溜中心卫生院
开展爱国卫生月活动
■苏晓文
本报讯 今年 4 月是我国第 32
个爱国卫生月，日前，淮阴区徐溜中
心卫生院职工为进一步提升院容院

貌，助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在
院领导的带领下开展大清洗、大扫
除、大整治行动。
大家对科室内外、包干区卫生进
行了彻底打扫，
确保全覆盖、
无死角。

淮阴区社保中心为 567 名
失业人员发放物价补贴
■王彩霞
本报讯 由于淮安市居民消费
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 4.6%，淮阴
区社保中心根据淮安市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关于发放 2020 年 2 月份价
格临时补贴的函》要求，发放一次性
价格临时补贴。
据了解，补贴标准为当地当月

城 市 低 保 标 准 的 1/12。 在 此 基 础
上，根据有关规定及市领导批示，2
月份价格临时补贴标准再提高
50%，即 76.25 元/人。本次补贴对
象为 2020 年 3 月份正在领取失业金
的失业人员。本次共发放物价补贴
567 人, 共 计 发 放 补 贴 金 额 为
43233.75 元。

淮阴港航提倡文明祭扫
■张衎卿
本报讯 近期，淮阴区港航管
理部门通过 LED 电子屏播放宣传口
号、悬挂宣传标语等方式，在广大船
民和涉港涉航企业中大力宣传提倡

文明、绿色、生态、安全的祭祀方式，
倡导以鲜花祭祀、踏青遥祭、网络祭
祀以及举行家庭追思会等形式缅怀
先人，让绿色文明的祭扫方式成为
一种新风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