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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 2000 余万元
奖励慰问见义勇为人员
我市将进一步落实保障政策，褒奖见义勇为行为

本报讯 淮报融媒体记者从
3 月 24 日召开的淮安市见义勇为
基金会理事会换届暨第五届理事
会第一次会议上获悉，2012 年以

来全市共表彰奖励慰问见义勇为
人员 4288 人次、2132.93 万元，其
中市见义勇为基金会表彰奖励慰
问 1550 人次、1430.44 万元。一些
见义勇为群众协助公安机关抓获
违法犯罪嫌疑人 1990 余人次、破
获案件 1800 余起。
据介绍，在中华见义勇为基金
会组织的第十二届“全国见义勇为
英雄模范”评选活动中，我市杨后
玉荣获“全国见义勇为模范”称号；
我市 22 名见义勇为人员被评选为
江苏省见义勇为先进分子；在“江

苏十大见义勇为好司机”
“ 江苏见
义勇为新市民”
“ 江苏最美见义勇
为环卫工”
（投递工、送奶工）等专
项评选活动中，我市先后有 33 人
获得表彰；我市共表彰“淮安市见
义勇为先进分子”
126 名。
多年来，市见义勇为基金会组
织实施了对群众参与维护社会治
安、阻截电信诈骗等见义勇为行为
的专项奖励活动。2012 年以来全
市共奖励群众 2064 名、205.48 万
元。这些群众通过报警、举报等形
式，主动向公安机关提供各类违法

犯罪线索，协助抓获违法犯罪嫌疑
人 1990 余人次、破获案件 1800 余
起。
今后，市见义勇为基金会将大
力褒奖见义勇为行为，坚持用法治
理念、法治思维、法治手段保护见
义勇为人员的合法权益，主动协调
相关部门落实各项保障政策，让见
义勇为者更有底气，敢于、勇于挺
身而出。
■融媒体记者 何剑峰
通讯员 刘润宇 周鹏

绿化变好了，设施完善了，人的素质提高了……

文明城市创建
为民 靠民 惠民

◎发动全民参与
道深入发动群众，坚持“创建育
民”路径。发动白鹭湖艺术团等
团队用本土语言创作系列文明创
建节目，提高居民对创建的知晓
率。发动志愿者开展普法、环保、
文明旅游、文明养犬宣传等系列
志愿服务活动，普及文明生活理
念；入户进店上街头，宣传文明创
建，征集意见建议。此外，广泛挖
掘推荐“清江浦好人”，开展“文明

家庭”
“文明社区”评选活动，营造
文明风尚浓厚氛围。
苏淮高新区淮洪路办事处在
文明创建中，通过组建农民文艺
演出队、村民广场舞宣传队，邀约
文艺团体送戏下乡、自办“村晚”
等，宣传文明创建应知应会知识、
党的惠民政策、政府利民实事、身
边好人等，提升群众对文明城市
创建的认同感和参与度。

为了更好地发动群众、服务
群众，洪泽区三河镇着力提升志
愿服务水平。目前，三河镇润和
志愿者服务队注册人数达到
5000 余人，有针对性、计划性地
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涉及环境保
护、文明关爱、移风易俗、政策宣
传等方方面面。

对河道问题，组织发动群众，定期
清理河道垃圾，拆除纬渠沿线披
棚，完成小南河岸线土方整理、平
坟等工作，获得居民点赞。
“在三河西片区建业路原基
础上，再新增路灯 62 盏，为群众
夜晚出行提供便利；投资 520 余
万元的镇区入口改造提升工程、
投资 28 万元的小康路改造工程
均已竣工使用，有效改善了居民
出行条件；改造三河西片区街道

老旧公共厕所 2 处；投资 60 万元
新采购清扫洒水一体化清洁车，
对镇区环境进行洒水抑尘……”
这是洪泽区三河镇 2019 年文明
创建基础设施提升工程的“成绩
单”，街道、村居面貌的改善，切实
提升了百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乡镇街道作为基层组织，与
群众关系密切，
“ 决胜之年”必须
全力以赴打好创建攻坚战。当
下，各街道乡镇已经迅速行动起

来，大力组织实施“468”创建行
动，以饱满的热情和拼搏的干劲，
超常规推进各项创建工作。
“在创
建中，我们将始终强化为民导向，
办实事凝聚民心、提素质汇聚民
意，形成‘人人支持创建、处处开
展创建、个个投身创建’的氛围。”
苏淮高新区淮洪路办事处相关负
责人接受采访时表示。

◎坚持创建利民
让老百姓享受到实实在在的
获得感与幸福感，这是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的出发点和根本归宿。
清河街道辖区内有多个别墅
区、3 个安置小区和纬渠、经渠等
河道，防控违和环境治理难度相
对较大。在文明城市创建中，针
对安置小区中易反复的乱堆乱放
问题，街道联合挂钩单位每月定
期开展集中专项清理行动，并引
进物业公司实行市场化管理；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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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份
全市新开工亿元
工业项目 21 个
本报讯 淮报融媒体记者日前获悉，
1-2 月份，全市新开工亿元工业项目 21
个，同比增加 8 个。其中，10 亿元以上项
目 2 个。
记者了解到，截至 3 月 23 日，去年结
转续建的 199 个工业亿元项目中，已复工
184 个，复工率 92.5%；其中，洪泽区、工业
园区、苏淮高新区续建项目复工率已达
100%；列入市重大项目计划的 119 个工业
项目，已开复工 76 个，开复工率为 63.9%，
其中，续建项目复工率 91.5%，新建项目开
工率 45.8%。
下一步，我市将督促各县区建立项目
责任制，
将复工进度细化到天、开工计划细
化到月、推进责任落实到人，倒排工期、挂
图作战，
确保项目开复工率大幅提高；
抓紧
完善各类项目开工前的相关手续，特别是
对即将开工的项目，组成专班负责项目手
续办理工作，
确保项目投资应统尽统，应统
早统；仔细梳理去年以来竣工投产的亿元
项目，定期跟踪产出效益，做好协调服务，
确保项目尽快形成新增长点。
■融媒体记者 孔雪 通讯员 王昱

我市开展农资打假
“春雷”
行动

走进清江浦区清河街道清隆家园小区，只见道路整洁、非机动车有序停
放，居民们坐在家风家规长廊下愉快地聊天。
“以往这里车辆乱停乱放、垃圾
乱丢的现象很多，还有饲养家禽、圈地种菜等现象，居住环境很差。通过文明
城市创建，绿化变好了，设施完善了，人的素质也提高了，住在这里心情很舒
畅。
”社区居民刘正吉对记者说。
处在基层的街道乡镇与百姓生活贴得最近。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中，我
市街道乡镇坚持创建为民、靠民、惠民，努力让广大人民群众在创建中收获实
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归属感。
■融媒体记者 刘海峰 通讯员 周雅静

2019 年 12 月，一场以“爱友
引力，一起跑出绿水青山”为主题
的拾荒慢跑，在清河街道白鹭湖
公园举行。
“ 拾荒慢跑”意为一边
跑步，一边捡垃圾，活动旨在宣传
公益环保，助力文明城市创建。
当天众多社区居民带着孩子前来
参加，还有很多网络志愿者一起
为环保出力。
在文明城市创建中，清河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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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一年之计在于春”，目前正
是我市春耕备耕的关键时节，淮报融媒体
记者了解到，自本月 10 日起，市农业农村
局根据全国及全省农资打假视频会议的部
署及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稳产保供的要
求，
迅速启动农资打假
“春雷”
行动。
执法人员在严密做好个人防护措施的
基础上，加大农资市场巡查检查力度和农
资抽检频率，
重点锁定种子、农药、肥料、兽
药、饲料、农机等六类产品，主要查处非法
添加、含量不足、侵权假冒等问题。在区域
上，主要突出城乡接合部、农资经营集散
地和种植养殖生产基地。截至目前，全市
共出动执法人员 543 人次，开展巡查检查
81 次，检查门店和企业 690 个（次），抽检
农资产品 110 批次，共查处各类问题 13
个。
■通讯员 徐效安
融媒体记者 杨春阳

市城管局开展
节水宣传活动
本报讯 3 月 25 日上午，春雨过后，
空气清爽，
正值
“世界水日·中国水周”
到来
之际，市城管局在大运河文化广场开展节
水宣传活动，通过展板向市民展示城管部
门节水工作情况、发放节约用水相关资料、
进行节水知识竞答并赠送纪念品……活动
吸引了市民的广泛参与，起到了节水宣传
的效果。
市城管部门从自身做起，积极做好节
水工作，
通过张贴
“节水主题”
海报、利用大
屏幕宣传节水周活动、观看宣传图片、加强
日常管理、引进节水技术和设施等措施，
争
做节水型机关单位。监督各区在建设新型
城市智能公厕、改造农村公厕的同时，既要
注重节约水资源，也要做好污水回收配套
设施，促进水资源再利用；
对全市洗车行业
节水工作进行督察指导，杜绝跑、冒、滴和
长流水现象；
积极指导王元垃圾场、有机物
处理中心制定节水方案，优先使用再生水、
雨水等节水技术、设备。
■融媒体记者 杨春阳
通讯员 丁海文 孙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