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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引领广大党员干部大力弘扬志

愿服务精神，6月21日下午，新华保险

淮安中支党支部及志愿者团队前往淮

安市“与光同行”自闭症儿童康复中

心，开展“党的光辉 点亮星空‘翼’起

同行”关爱自闭症儿童主题党日活动，

旨在以实际行动给予自闭症儿童关

爱，践行党员奉献爱心的时代新风。

自闭症儿童是折翼的天使，他们

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活在自己的世界

里，也被称为“星星的孩子”。带着对这

些孩子的关爱之情，党员及志愿者们走

进教室，和孩子们一同打乒乓球、跳绳、

做游戏，进行简单的交流，并为他们送

上饼干、画画纸、彩泥、雪花片等用品。

康复中心的老师们带领大家参观了学

校的教学环境，介绍了学校的基本情况

及“星星的孩子”在学习教育、身心健康

等方面的教学指导工作，并带领大家听

了一堂“星星的孩子”职业教育课，引导

大家更好地帮助孩子们独立生活、融入

社会。课后，康复中心的老师们对新华

保险淮安中支表达了由衷的谢意。

本次主题党日活动，让在场的每

一位党员及志愿者深受感染。他们纷

纷表示将会参与更多的社会志愿服

务，带动更多的党员和群众关注自闭

症儿童，将这支爱心接力棒继续传承

下去，用行动传递党员大家庭的温

暖。 （龚）

新华保险淮安中支
开展关爱自闭症儿童主题党日活动

今年以来，淮阴区财政局认真

组织学习全省财政系统党风廉政建

设工作会议精神，持续纠“四风”树

新风，确保思想认识到位、责任到

位、工作到位。

找准差距。该局成立作风建设

领导小组，组织开展作风建设专项

整治活动，深入排查整治财政干部

在工作作风、纪律作风等方面存在

的不足，着力解决慵懒散、不担当、

不作为等问题。

强化认识。该局制定年度干部

教育培训计划，常态化组织学习《预

算法》《会计法》等财经法律法规和

党章党规党纪知识，增强财政干部

法规意识和遵纪守法的自觉性、坚

定性。

狠抓规范。该局严格规范自由

裁量权，健全有效制衡机制，尽快补

齐财政基础规范短板缺项，加快推

进管理创新，促进改革系统集成、制

度规范，确保治理有效，规避财政财

务风险。

（郑强）

今年以来，淮阴区古清口街道

办财政所采取多项举措狠抓党风廉

政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增强公仆意识。该所改善和提

升工作质量，切实做到与百姓关系

零距离、为百姓办事零障碍、积极作

为零投诉。增强纪律意识。该所严

格执行区局及街道办党工委各项规

章制度，做到政令畅通、令行禁止，

坚决遵守工作纪律，履职尽责。增

强勤俭创业意识。该所进一步完善

制度建设，制定《廉政管理工作实施

细则》，规范党风廉政建设制度，切

实做到工作程序化、活动内容规范

化，以健全的制度保证廉政建设规

范动作；定期召开民主生活会，积极

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大力推动办

事公开，提高优质服务，方便办事人

员；公布工作监督电话，广泛接受社

会各界的监督。 （吴红海 周凯）

作为基层财政所，今年以来，淮

阴区渔沟镇财政所在强化责任担

当、主动作为、积极优化“三农”服务

的同时，充分发挥一线监督作用，积

极推动党风廉政建设。

该所将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

责任作为年度工作的重要内容，对

所内规章制度进行完善和补充，促

进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向“常态化”转

变。该所实行由所长牵头负总责、

全体人员均担负着党风廉政建设责

任的机制，形成层层抓落实的责任

体系。该所认真落实廉政谈话措

施，不定期对所内同志进行提醒谈

话，坚持组织党员干部观看警示教

育片，引导党员干部正风肃纪，防范

和减少违纪违法现象发生；充分利

用微信、QQ等平台开展党规政纪宣

传、廉政警示教育和典型案例通

报。该所强化落实，加大问责力度，

确保令行禁止、步调一致，有效保障

资金、队伍安全，确保上级党组织的

相关决策部署在财政工作中得到贯

彻落实。 （刘毅）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切实改进工作作风

近日，由体彩公益金助力、江

苏省体育局指导、江苏省发展体育

基金会主办的“2022第四届江苏

省社区体育合家欢”在南京江北新

区研创园精彩开启。省发展体育

基金会形象大使、体操奥运冠军黄

旭和蹦床奥运冠军陆春龙出席了

活动。

社区沟通你我，运动合家欢

乐。开幕式上，来自各社区不同年

龄段的体育爱好者欢聚一堂。现

场不仅有热门的足球和篮球赛事、

娃娃们的亲子运动嘉年华和爱心

义卖，还有活力满满的银发运动

PK、动静结合的女子健身展演等，

更有奥运冠军现场与大家亲切互

动，让参与家庭的每位成员都能尽

享运动快乐、充分感受其乐融融的

体育合家欢氛围。

活动现场，省发展体育基金会

还与南京市江北新区产业技术研

创园、建邺区莫愁湖街道文体社区

等8家社区及机构合作建立“体育

公益活动基地”，通过搭建社区体

育公益平台，吸引社会各界力量与

社区建立公益链接，进一步助力社

区体育公益事业的蓬勃发展。

作为省发展体育基金会持续

打造的社区品牌公益项目，“江苏

体彩公益行——运动健康社区”自

2017年以来已连续开展6年，累

计为近千个社区、数十万人提供实

实在在的体育服务。今年，省发展

体育基金会继续探索打造“江苏省

社区体育合家欢”，以社区为阵地、

以群众为基础、以公益为载体，面

向社区各类群体，在8至10个社

区试点开展运动技能培训、科学健

身指导，在100个社区举办不低于

200场社区公益赛事，在2至3个

设区市开展形式多样的健步走活

动，并结合线上健身打卡、设立社

区体育公益基金等方式，为社区提

供多样化、科学化、个性化的体育

公益服务。

（苏彩）

“2022第四届江苏省社区体育合家欢”
正式启动

“我知道自己做的事不可饶

恕，但没想到后果这么严重，现在

很后悔，我对不起年迈的母亲，更

对不起年幼的儿子。”6月21日下

午，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一法庭

内，当听到自己的判决结果时，坐

在被告席上的黄某失声痛哭。这

个贩卖冰毒、隐姓埋名5年的逃

犯，最终还是受到法律的严惩。

黄某是广东人，2017年8月，

为偿还高利贷欠款，他铤而走险，

做起了贩毒的勾当。经朋友介绍

认识住在涟水县想要购买毒品的

胡某后，黄某以每克70元的价格

向胡某（已判刑）贩卖冰毒。为躲

避警方追查，黄某使用朋友的身份

信息注册支付宝账户用来收取毒

资。2017年8月18日，黄某在收

到胡某支付宝转账67000元后，将

998.22克冰毒装入一个纸箱内，并

在箱子里塞上茶叶、芒果干等掩

盖，随后在箱子上写上胡某的地址

和电话等信息，通过长途汽车由广

东省运输至涟水县，再由胡某联系

接收。

2017年8月25日，胡某收到

这批冰毒没多久就被公安机关查

获。警方在胡某住处一纸箱中发

现一大袋白色晶体，经鉴定，白色

晶体检出甲基苯丙胺成分，含量为

79.8%。

在警方审讯过程中，胡某交代

毒品是从黄某处购得。警方随即

对黄某实施抓捕，但得到风声的黄

某早已逃离了广州。直至2021年

10月22日，黄某才被广东省广州

市公安局南沙分局抓获归案。

庭审中，黄某表示，他在外地

隐姓埋名逃亡了近5年，有家不能

回，每天东躲西藏，只有晚上才敢

出门，靠着做点烧烤生意勉强维持

生计。妻子也和他离了婚，家里只

留下年迈的母亲和年幼的儿子相

依为命。黄某2017年逃亡时，他

的儿子才6岁，如今已经11岁了，

他不知道儿子现在长什么样，几年

来，他连孩子一面都没有见过，“我

是一个不称职的父亲，毒品毁了我

的家庭。”黄某悔不当初。

公诉机关表示，黄某贩卖、运

输甲基苯丙胺998.22克，应当以

贩卖、运输毒品罪追究其刑事责

任；黄某在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

的罪行系坦白，可以从轻处罚；黄

某自愿认罪认罚，可以从宽处罚。

本案法院当庭宣判，黄某犯贩卖、

运输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

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

产，违法所得继续追缴上缴国库。

法官提醒：毒品犯罪社会危害

性极大，沾染毒品，不但影响身体

健康甚至生命，也会给家人带来无

尽的折磨。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切

记毒品之害，远离毒品，毒品底线

不可触碰，切不可抱有侥幸心理以

身试毒、以身试法。

■融媒体记者 王磊
通讯员 赵德刚

隐姓埋名五年难逃法网
男子贩卖冰毒被判无期

“只有家庭成员互相关心、心

怀大爱，才能构建一个幸福和谐的

家庭。”日前，家住淮阴区北京如意

小区的顾士宏说。顾士宏一家人

在生活中互相照顾、彼此信任；在

工作中互相理解、提供支持；对待

他人真诚无私，甘于付出。今年，

顾士宏家庭获评第三届淮安市文

明家庭。

退休前，顾士宏是一名优秀的

教育工作者，虽然与妻子周文芝在

工作上没有交集，但在日常生活

中，夫妻俩互相协作，共同经营好

婚姻和家庭。“我的父亲去世前卧

床8年，母亲也在90岁高龄时辞世

了，在他们最需要照顾的时候，都

是我妻子多年如一日地侍奉左

右。”已经65岁的顾士宏说，当家

里的老人需要照顾时，妻子总是毫

不犹豫地挑起重担。

周文芝是一位热心肠，只要左

邻右舍有困难，她总是乐于相助、

不厌其烦。“虽然我们早搬进城里

了，但妻子经常回老家耕作。她常

将在老家种植的蔬菜送到小区孤

寡老人家中。”顾士宏说。虽然夫

妻俩都年过六旬，但两人都“不服

老”，经常参与社区志愿服务活动，

顾士宏还常义务为大家讲授党史

知识，做到退而不休、发挥余热。

顾士宏夫妻对儿子顾同儒的

教育非常严格，不仅注重儿子道德

情操的培养，还注重培养他吃苦耐

劳的精神。夫妻俩严于律己、以身

作则，加强自身道德修养，言传身

教，努力将儿子培养成一名爱岗敬

业、诚实守信、文明友善的好公民。

■融媒体记者 王夏禹

夫妻同心怀大爱
——记第三届淮安市文明家庭顾士宏家庭

江苏省清江中学建设的江苏省
清江中学学生餐厅改扩建工程项目
位于淮海北路 50 号清江中学院
内。该项目总用地面积464.43平
方米，总建筑面积928.86平方米，
拟扩建建筑为地上二层，建筑高度
8.4米。具体详见江苏省清江中学
学生餐厅改扩建工程建筑设计方案
图。

现通过项目现场、《淮海晚报》
和淮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站
（http://zrzy.jiangsu.gov.cn/
ha/）对该项目的建设工程设计方案
进行批前公示，公示时间从2022年
6月24日至2022年7月7日。

如果对该方案有意见或建议，

请于2022年 7月 7日前工作时间
内，以书面形式反馈至淮安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或者向淮安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政策法规处提出听证
申请。

联系人：刘 畅 联系电话：
89000931

涂 莎 联系电话：89000662
联系地址：淮安市经济技术开

发区厦门路6号
邮 编：223001
附：江苏省清江中学学生餐厅

改扩建工程建筑设计方案图

淮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6月24日

江苏省清江中学食堂
改扩建工程设计方案批前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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