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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政隆在省委工作会议上强调

敢为善为坚决担起“勇挑大梁”重大责任
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许昆林讲话

张义珍邓修明出席

淮 推行“一码解纷”
安 提升诉源治理水平
2021 年以来
在线调解各类民事纠纷 13126 件
调解成功 7506 件

■新华日报记者 黄 伟
融媒体记者 杨 尚

本报讯 8 月 5 日，省委工作会议
在南京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二十
大”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党
中央决策部署，总结今年以来工作，部
署下一阶段工作。省委书记吴政隆在
讲话时强调，迎接党的二十大、学习宣
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是全省上下的
重大政治任务和工作主线。要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深刻领
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
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服务构
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
筹发展和安全，全面落实“疫情要防住、
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重大要求，
敢为善为、奋发有为，踔厉奋发、勇毅前
行，坚决担起“勇挑大梁”的重大责任，
锚定全年主要目标任务，全力巩固经济
回升向好趋势，努力把耽误的时间抢回
来、把造成的损失补回来，力争实现最
好结果，着力保持平稳健康的经济环
境、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风清气正的
政治环境，更好扛起“争当表率、争做示
范、走在前列”光荣使命，奋力谱写“强
富美高”新江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以
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省委副书记、省长许昆林作总结讲话，
省政协主席张义珍，省委副书记、省委
政法委书记邓修明出席会议。
会议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指出，即将召开的党
的二十大，是在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关键时刻召开的
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将科学谋划未来
5 年乃至更长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的目标任务和大政方针，事关党和国家
事业继往开来，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前途命运，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
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
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视
野宏大、内涵丰富、思想深邃，是一篇闪
耀着马克思主义思想光辉的纲领性文
献，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奠定了重要

的政治基础、思想基础、理论基础。全
省各级党委（党组）要带头学、深入学，
并与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结合起
来，推动各级领导干部学深悟透、入脑
入心，引导广大干部群众认真学习、把
握要义，深刻把握新时代新征程引领全
党全国人民胜利前进的伟大旗帜和宏
伟目标，深刻把握当前党和国家面临的
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深刻把握过去 5
年取得的重大成就和新时代 10 年的伟
大变革，深刻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和精髓要
义，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内
涵、根本要求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的战略部署，深刻把握推进新时
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面临的形势
任务，
（下转 A2 版）

我市多举措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上半年农村居民收入增幅全省第一
■融媒体记者 唐筱葳
通 讯 员 徐 柱

本报讯 今年以来，我市坚持将促
进农民持续增收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中心任务，建立长效机制，拓宽增
收渠道，深挖增收潜力，培育增收动能，
让农民的“钱袋子”更鼓、幸福感更足。
上 半 年 ，我 市 农 村 居 民 收 入 12167.5
元，
同比增长 6.5%，增幅全省第一。
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拓渠道。我市
推进“淮味千年”品牌建设，进一步做好
实体化运营工作，开展线上线下运营，
推动淮安优质农产品向长三角、大湾区

延伸拓展。加大资金扶持力度，对获得
省十强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的“淮安大
米”
“洪泽湖大闸蟹”分别给予 100 万元
资金奖补。围绕五大现代农业产业集
群，以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区建设资源
为依托，积极拓展农业功能，重点延伸
产业链条，谋划布局高标准农田建设项
目区建链、强链、补链，金湖县塔集镇成
功获批 2022 年产业强镇创建单位。
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强引领。我市
着力推进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创建
工作，申报国家级示范合作社 16 个、省
级示范家庭农场 36 家，新增县级示范
家庭农场 215 家，修订和创新出台扶持
政策 17 项，
（下转 A2 版）

诉前调解和民事案件调撤率为 72.71%
居全省法院第一
■融媒体记者 叶 列
通 讯 员 淮政法
本报讯 近年来，市中级人民法
院以“一码解纷”智慧调解平台为依
托，推行诉前调解工作线上线下、院内
院外、诉前诉中全方位联动，努力把矛
盾风险化解在基层。2021 年以来，在
线调解各类民事纠纷 13126 件，调解
成功 7506 件，诉前调解和民事案件调
撤率为 72.71%，居全省法院第一。
“一
码解纷”
被评为
“全国智慧法院十大创
新案例 ”，荣获“2018—2020 年度江
苏省法治建设创新奖”
“全省政法工作
优秀创新成果奖”
。
功能集成，诉讼调解事项
“一码通
办”
。打破诉与非诉服务壁垒，在诉讼
服务、辅助事务、调解事项的快速办理
等方面发挥突出作用。诉讼服务“网
上办”
。平台实现咨询、调解、立案、司

法确认等服务功能全面上线，在智能
解决的基础上，增加在线人工咨询、查
询和“12368”热线服务对接等方案，
实现诉讼服务问题全覆盖。文件资料
“在线传”。优化文件传输功能，通过
手机拍摄便可实现文件传输，对不符
合要求的传输文件自动退回或转化调
整。线下问题
“掌上解”
。将所有在线
功能全部集成到手机客户端，精准识
别图像、语音和纠纷类型，让诉讼服务
事项办理更加便捷。
系统推动，小微民事纠纷
“一码解
决”
。
（下转 A2 版）

我市 2 人荣登
7 月“江苏好人榜”

我市上半年农村居民收入 12167.5 元
同比增长 6.5%
●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拓渠道

■融媒体记者 蔡雨萌
通 讯 员 吴 洋

●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强引领
●鼓励农村创业创新再赋能

本 报 讯 日 前 ，省 文 明 办 发 布
2022 年 7 月“江苏好人榜”，我市朱玉
荣、周婷 2 人上榜。
朱玉荣是盱眙县希望小学的教
师。2006 年，朱玉荣到盱眙县希望小
学支教后留任。2015 年起，朱玉荣利
用业余时间先后考取国家心理咨询
师证、家庭教育讲师资格证，开办真爱
心理咨询中心，成立盱眙县兴国爱心
工作室，组建志愿服务队并组织参与
关爱乡村留守儿童公益项目等活动

●盘活“沉睡”资产挖潜力
●金融“活水”浇灌孕新机

530 多场，服务时长 2500 小时。朱玉
荣曾获
“中国青年志愿者优秀个人奖”
等荣誉，
被授予
“江苏青年五四奖章”
。
周婷是盱眙县人民法院审判委员
会专职委员。自 2014 年独立办案以
来，她共审结各类民商事案件逾 3300
件，2016 年创新简案快审审判模式，
当年带领团队审结案件 741 件，办案
数在全市法院名列前茅。周婷总结形
成类案集中排期开庭、模板文书等多
个硬核工作方法，曾被江苏省高级人
民法院荣记个人二等功 1 次，获得全
省优秀法官荣誉称号。

省二十运职工部排舞赛
淮安代表队夺金
■通讯员

环洪泽湖公路盱眙段建设有序推进

昨日，大运河百里画廊环洪泽湖公路盱眙段施工有序进行。该路段计划今年底建设完成，
届时将成为大运河百里画廊的生态路、
景观路、
产业路和富民路。
■融媒体记者 赵启瑞 通讯员 吴爱民 王晨晨

■融媒体记者
通

讯

员

何 渊
姜彩兰
朱 缙

胡凌轩
徐天魁
蔡丽娟

盱眙县管仲镇是一个因著名典故而知名
的乡镇——春秋时期，管仲和鲍叔牙行贾分
金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至今，在管仲街上
还有一座分金亭，讲述着管鲍分金这个有情
有义的故事。进入新时代，
“ 金”在管仲人眼

管鲍分金
管仲镇原名管公店、管镇。
《帝乡纪略》
载：
“管鲍尝寓州（指盱眙县境内古泗州）北三
十里，行贾分金，故店名管公。”司马迁《史记》
中也有记载：
“ 管仲曰：
‘ 吾始困时，尝与鲍叔
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
也。
’”
这些说的就是管鲍分金的故事：管仲和
鲍叔牙一起经商，每次做完生意分利时，鲍叔
牙总是自己少拿一点，分给管仲多一点。有

欧清明

本报讯 日前，江苏省第二十届
运动会职工部排舞（广场舞）比赛举行，
淮安代表队荣获串烧曲目项目金牌。
本次比赛由省总工会主办，来自
全省各市及省产业工会、省属企业工
会的 300 余名运动员参加。比赛包括
规定曲目、自选曲目、串烧曲目、广场
健身舞 4 个项目。淮安代表队在决赛

场上精神饱满、表现出色，无论是编排
设计、舞曲风格，还是动作完成、表现
力、总体完整性等，均赢得裁判和观众
的阵阵掌声，最终夺得串烧曲目项目
金牌。

人说管仲贪婪，鲍叔牙却说他家境贫寒，并且
有老母需要赡养，是自愿多给他的。二人从
此成为莫逆之交。
（下转 A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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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生金

里已不仅是“金钱”，其内涵不断深化，
“ 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入人心，爱绿、惜
绿的管仲人正以良好的生态资源推动乡村振
兴。7 月 28 日，记者来到管仲镇感受绿色发
展理念在当地的生动实践。

卢克余

千年古镇复兴梦
融媒体新闻行动

昨日，在淮安区河下古镇，消防救援人员正在开展演练。为切实做好景区
建筑消防安全工作，市消防救援支队设置河下古镇消防执勤点，全面提升景区
消防救援能力。
■融媒体记者 王 昊 通讯员 淮 晓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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