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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居述杰 李后艳

本报讯 今年以来，金湖经济开
发区牢固树立“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
是第一动力”理念，强化人才保障、激
发科创动力，不断完善机制、加快载体
建设，充分发挥好人才和科技两把“金
钥匙”作用，以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
展。

人才聚，事业兴。该开发区始终
将人才建设作为园区发展的“金钥
匙”，狠抓政策落实，强化服务保障。
用好政策引才，推行人才服务片区
化、网格化管理，利用智慧园区、经
济网格化等信息化平台，向企业精
准推送科技人才政策及人才信息。
用好项目留才，依托省市重点人才项
目，鼓励园区重点企业与行业领军人
才开展合作共建。用好服务育才，建
立高层次人才挂钩联系机制，完善
人才优待政策，及时解决人才紧缺
问题。

科技创新是企业最核心、最关

键、最可持续的竞争力。该开发区
坚持招商引资与科技创新并举，加
大科技创新型企业招引力度，实现
引资引智“同频共振”。坚持把项目
载体建设与企业产业培育同步做大
做强。坚持科学发展理念，融合最
新信息技术，实现园区设施智能化、
规划信息化、服务便捷化、治理精细
化和发展现代化，成功创成省级智
慧园区。

科创平台是企业成长的港湾。
该开发区将国家创新型城市创建纳
入日常工作，强化统筹协调，扎实高
效推进。积极组建创建工作领导小
组，构建党工委统一领导、牵头部门
主抓落实、各职能部门通力合作的工
作格局。围绕创建工作，聚焦短板
问题，突出重点事项，对标对表、强
势推进，进一步扬优势、强弱项。同
时，加大科技创新引导力度，营造知
识产权保护浓厚氛围，确保如期创
成省级知识产权示范园区。

■通讯员 张 腾

本报讯 为增强退役军人归属
感、荣誉感和自豪感，厚植全镇1166
名退役军人、327 名优抚对象爱党
爱国情怀，日前，盱眙县河桥镇组
织部分老兵、困难伤残退役军人代
表召开迎“八一”退役军人代表座谈
会。

座谈会上，退役老兵孙怀扬和大
家分享战斗经历，其他老兵代表分别
回顾献身国防、激情燃烧的军旅生涯，
畅谈从部队到地方，在新的工作岗位
上学习、奋斗的心路历程，表达对党和
政府的感激之情。他们表示，今后将
继续发扬军人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退

役不褪色、退伍不退志。
会上，盱眙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与

河桥镇向全镇广大退役军人致以节日
的问候和美好的祝愿，给老兵代表发
放生活用品和慰问金。镇退役军人服
务站负责人表示，将不断提高服务保
障水平，积极为军人、军属解决实际困
难和问题，让他们真切感受到党和政
府的关怀和温暖。

■通讯员 蒋金顺

本报讯 今年以来，淮安区委老
干部局党支部通过专题培训、岗位练
兵、一线锻炼、考核奖励等举措，建设
新时代高素质过硬队伍。

为提升员工政治素养，该局党支
部定期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举办主题

党日活动、道德讲堂、读书交流会等；
实行每月工作座谈、每周信息交流会
制度，组织全员开展走访和志愿服务
活动，完成“为民办实事”项目5个；在
市级以上媒体发表稿件38篇（次）、调
研报告4篇；采取专题辅导、外出学习
等方式，提升员工业务技能和综合素
质。

■通讯员 王广慧 张菁菁

本报讯 为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
险，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日前，淮
阴师范学院开展暑期校园安全检查，
就校园安全工作进行再检查、再部
署、再推动，全面筑牢暑期校园安全
防线。

检查组分别对学生公寓、实验室、
办公场所等重点部位的疫情防控、消
防、用水用电、施工等方面安全工作进
行检查。检查按照问题导向、防控风
险、整治隐患、杜绝事故的原则，严格
落实校园安全管理制度，强化人防、物
防、技防措施，落细落实安全生产各项

工作。
作为全省首批高质量“平安校园”

建设高校，淮阴师范学院将进一步强
化顶层设计，坚持精准施策，聚焦重点
领域，排查整改风险隐患，改善安防条
件，健全防控体系，努力建设标准更
高、基础更牢、师生更满意的“平安校
园”。

全市法院创新形式、多措并举，线上线下联动，向养老诈骗“亮剑”——

合力守护最美“夕阳红”

一家几代人的家风坚守
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党委副书记、政委 孙向阳

对党员领导干部来讲，良好的家
风，既是砥砺品行的“磨刀石”，又是
防腐拒贪的无形“防火墙”。在这个
复杂多元的时代，父辈们以他们的言
传身教，培育了我们家几代人忠诚清
廉的家风，它是我前行的灯塔、力量
的源泉，如丝丝细雨无声滋润着我、
陪伴着我勇毅前行、接续奋斗，并将
之传承下去。

红色基因一直流淌在我们家庭
成员的血液里。我的外公年轻时加
入新四军开展抗日斗争，新中国成立
后回到家乡工作，先后任当地县委人
事科长、县医院党委书记等；父亲高
中毕业报名参军，在部队考上北京大
学法律系，毕业后选择返回家乡，在
公安系统一干就是一辈子。无论是
顺境还是逆境，父亲始终相信自己的
选择、坚定自己的立场，将一生献给
了党、献给了公安事业。他们虽是两
代人，却有一个共同而显著的特征，
就是认准一个事业就全身心投入、认
定一个信仰就信一辈子。他们以严
谨的态度、务实的作风，忠诚担当、爱
岗敬业，为我树立了榜样。在他们的

言传身教下，我从警校毕业后选择回
到家乡，建设家乡。我的孩子高考时
也选择了警校，他积极要求上进，在
学校被组织遴选为学生党员。

“任何人到家中送礼都坚决不许
收。”这是父亲给母亲下的“死命
令”。我儿时的印象就是家里的日子
过得异常艰辛——爷爷奶奶在家务
农，父亲是家中老大，还有五个弟弟
妹妹……我上大学前很少穿新鞋子
新衣服，上初中时，衣服上还有补丁；
到了高中，个头稍微长高一点了，便
一直穿着父亲的旧制服。父亲曾担
任市公安局某部门科长，负责出入境
审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出国
潮尤为盛行，他的工作在别人眼中是
个“肥差”。据父亲回忆，当时福建有
不少人想钻政策漏洞，将户口迁往外
省后办理出国手续，有人就找到父
亲，明码标价想办理出境手续，均被
父亲断然拒绝。有的人见父亲态度
坚决，就打起了歪主意——把礼物送
到远在老家的爷爷那里，爷爷二话不
说，直接将人和礼物拒之门外。第二
天，老人家还专门乘车到市里，对父

亲进行一通教育。我参加工作后，父
亲经常要求并告诫我，政治上要清
醒、生活上要清白，不是自己的东西
坚决不能要。我到市公安局担任基
层干部后，父亲更是千叮咛万嘱咐，
教导我清廉做人、踏实做事、戒骄戒
躁，不能辜负组织的培养和信任。带
着父亲的殷殷嘱托，我在任何岗位都
坚持做到恪守清廉、兢兢业业，洁身
自好、守牢底线。

父亲的严厉形象一直伴随着
我。他的“严”体现在各个方面：对自
己，他多年如一日严格要求自己，坚
持早到迟走、遵时守信，工作任务不
过夜，凡事全身心投入，力求尽善尽
美。对子女，我和妹妹从小就学会

“讲规矩”，穿衣打扮不允许花哨，不
准留长头发，见到长辈要问好，站要
有站像、坐要有坐样……“严”字体现
在一言一行、一粥一饭中。对同事，
他始终相信严是爱、松是害，从遵守
制度到环境卫生、从案件侦破到材料
撰写均来不得丝毫马虎，年轻人对他
又敬又怕。我参加公安工作后，无论
是在刑侦岗位还是纪检岗位，父亲

“严以律己、严以持家”的作风，一直
陪伴着我、警示着我，认识我们父子
的人都说“父子俩一样‘板’”。特别
是走上交警支队领导岗位后，我始终
做到严格要求自己，对队伍严管厚
爱、铁腕执纪、敢抓敢管，坚决同一切
不正之风和违法违纪行为作斗争，切
实树好交警形象。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我们
一家三代从警，几乎穿遍了各式警服，
有军黄色、蓝白色、橄榄色、藏蓝色等，
见证了父辈忠诚平凡的一生，也时刻
提醒着我和我的家庭要知责在肩、明
责在身。我的孩子也将走上工作岗
位，投身公安事业，我希望他能够始终
向上向善，继续传承好、守护好我们忠
诚清廉的家风。

金湖经济开发区：

聚力打造人才高地
助推创新驱动发展

筑牢暑期校园安全防线
淮阴师范学院开展安全检查

淮安区委老干部局党支部
着力抓好队伍建设

增强归属感荣誉感自豪感
盱眙县河桥镇召开退役军人代表座谈会

江苏中南建筑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称中南建筑）系我司开发
的淮安融创广场C2地块项目总承包单位，目前我司已与中南建筑解除施
工合同。

为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现对中南建筑在本项目还未结清的农民工
工资进行登记，请涉及人员于2022年8月15日前携带有效证明材料至淮
安市清江浦区清浦街道办事处登记，我司将集中处理。登记人对登记的
事实负责，如存在提供虚假信息、煽动滋事、扰乱社会秩序等违法行为，我
司将依法追究其相应的法律责任。

请相互转告。
联系人：范科长
联系电话：0517-89862591
联系地址：淮安市清江浦区延安东路89号（武夷大厦一楼西侧）

淮安国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2年8月1日

公 告

■融媒体记者 孔 雪
通 讯 员 赵德刚

本报讯 日前，记者从全市
法院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
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以
来，全市法院共新收涉养老诈骗
案件2件6人，涉案金额614381
元，涉及被害人136人。目前，
案件正在推进过程中，市中级人
民法院将做好督导工作，力求快
审快结，最大限度挽回被害人经
济损失。

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
动开展以来，市法院第一时间部
署，并印发《全市法院打击整治
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成立全市法院打击整治养老诈
骗专项行动办公室，压紧压实工
作责任，配齐配强工作力量。目
前，全市各基层法院均结合各自
工作实际成立专班。同时，为增
强老年人法治意识和识骗防骗
能力，最大限度挤压“行骗空

间”，全市两级法院创新形式、多
措并举，线上线下联动，积极营
造打击声势，掀起防范、打击养
老诈骗的热潮。

据悉，全市法院干警先后赴
社区开展防范养老诈骗专题普
法32次，通过悬挂条幅、发放宣
传手册、讲解典型案例、揭露诈
骗“套路”等，面对面向老年人普
及反诈知识，提升老年人识骗防
骗能力；市法院、清江浦区人民
法院、淮安区人民法院、淮阴区
人民法院4家法院拍摄多条防
范养老诈骗普法微视频，通过线
上推广，扩大宣传覆盖面。

为畅通线索举报渠道，全市
两级法院均通过微信公众号公
布涉养老诈骗线索举报方式，并
在诉讼服务大厅信访窗口设置
线索征集台，安排专人负责收集
线索；开展涉养老诈骗线索摸排
行动，明确线索摸排范围与重
点，并制定线索报送规范等。目
前，全市各法院线索摸排工作正
在有序推进中。

追赃挽损是专项行动的重
中之重。随着案件进入审判程
序，市法院将加强与公安、检察
等部门的沟通协作，全面查明涉
案财物来源、去向、用途和流转
情况，及时查封、扣押、冻结涉案
财产，确保应追尽追；强化立、
审、执协调配合，在审理中准确
甄别、审查、认定涉案财产，为后
续涉案财物追缴处置、执行提供
依据，坚决防止犯罪分子隐匿、
转移财产等，做到应退尽退，最
大程度挽回受害群众经济损失。

下一步，全市法院将在宣传
教育、依法打击、整治规范上持
续发力，为广大老年人安享幸福
晚年营造良好法治环境，以实际
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融媒体记者 王 磊
通 讯 员 吴 洋

这些年，他多次救起落水者，成为
古淮河上的“生命守护者”。他，就是
今年6月荣登“江苏好人榜”的涟水县
游泳协会会长高峰。

今年4月9日下午4时左右，在涟
水县古淮河风光带，一名11岁的男孩
在河边玩耍时不慎落入水中。危急时
刻，正和朋友踏青的高峰听到呼救声
毫不犹豫地跳入河中，成功将男孩救
上岸。2018年8月，他牵头成立古淮
河水上志愿救援队，带领志愿者在河
边巡逻，守护群众生命安全。

高峰第一次救起落水者，还要追
溯到1985年，那天，在涟水县古淮
河水域，一名游泳初学者刚下水，就
被湍急的水流冲到河中央，他在水中
不停挣扎，一直被冲到一处桥墩下。
情况危急，路过的高峰见状，一头扎
进水里，用尽全身力气才将男子拖上
岸。

2018年 7月初，在涟水县古淮
河风光带游玩的张先生见许多人下水

游泳，就跟着下了水。可到了河中
央，游泳技术不高的张先生突然呼
吸困难、肌肉痉挛，周围人想把他
救上岸，因张先生身体太重，未能
成功。高峰见状，急忙潜下水，将
张先生推了十几米远，才成功靠岸。

2019年9月，高峰和朋友在古淮
河边游完泳上岸准备穿衣服，这时一
名40多岁的男子下水游泳，不久，便
在水里大声呼叫，“快快快……不行
了！”听到呼救声，高峰赶紧跳进水里
将男子救上岸。

2021 年 9 月，依旧在古淮河流
域，承担着古淮河水上救援责任的高
峰，正在河边巡查，突然发现河中有
人面色发白，眼看就要失去意识下沉
水底，立马跳到河中将落水者拖上
岸。

1985年以来，高峰已救了多名
溺水者。酷爱游泳的他，发现每年都
有许多人因游泳技术不高或水流湍急
而溺水。2018年8月，他经过一番
努力，带领游泳协会队员成立古淮
河水上志愿救援队。从那以后，每年
都有落水人员被高峰和救援队队员
救起。为减少溺水事件的发生，高峰
还带着救援队队员在古淮河边义务教
群众游泳。

回忆自己救人的经历，高峰说：
“我做的都是很普通的事。人命关
天，我相信会游泳的人只要遇到有人
落水，都会义无反顾地下水救人。”关
键时刻挺身而出，危急关头迎难而
上。多年来，高峰用勇敢和无畏诠释
了见义勇为的真谛。

古淮河上的“生命守护者”
——记“江苏好人”高峰

盛夏时节，盱眙城市书房成了市民阅读学习、乐享
书香的好去处。近年来，我市大力推进全民阅读工作，
打造各具特色的城市书房，满足居民文化生活需求。

■融媒体记者 王 昊

乐享
书香

全市法院共
新收涉养老诈骗
案件2件6人，涉
案金额 614381
元，涉及被害人
136人。

今年以来——

全市法院
干警先后赴社
区开展防范养
老诈骗专
题 普 法
32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