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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贫困学子撑起一片蓝天
淮安区举行“育才兴教”工程大学生资助金发放仪式
■ 徐杰

项生

本 报 讯 8 月 26 日， 淮安区举
行“育才兴教” 工程大学生资助金
发放仪式， 80 名贫困大学生每人现
场领到了 4000 元资助金。 区领导徐
子佳、 韩仰超、 胡金浪、 夏海年为
贫困学子颁发资助金， 区慈善总会、
财政局、 民政局、 教育局等部门负
责同志， 受资助学生代表及家长参
加了发放仪式。
近年来， 淮安区把解决贫困学
生的求学难题作为民生工作重点，
不断加大对贫困学生的资助力度，

不仅将资助金列入财政计划， 还通
过慈善总会号召社会各界捐资助学，
确保不让一个有志学子因贫失学。
“育才兴教” 工程自 2010 年实施以
来， 累计为 2587 名当年考取公办本
专科院校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发放
助学金 843 万元。 今年， “育才兴
教” 工程将向 336 名符合条件的本、
专科生分别提供一次性资助 4000 元
和 2000 元。
区委书记徐子佳希望受资助学
子正视困难， 乐观向上， 在大学生
活中继续保持艰苦朴素、 踏实坚韧
的优秀品质， 通过不懈努力改变自
己和家庭的命运， 奔向美好的新生

活； 希望学子们刻苦求知、 积极进
取， 把跨进大学校门的那一刻作为
人生奋斗的新起点， 立志高远， 勤
奋苦读， 创新实践； 希望学子们牢
记责任、 锤炼品德， 在大学里学会
做人， 学会做事， 学会做学问， 努
力做到崇德向善、 积极作为， 向世
人展示周恩来家乡莘莘学子的优秀
风采。
徐子佳要求各部门继续深化助
学内容、 创新助学形式、 拓宽筹资
渠道， 确保困难家庭的孩子上得起
学， 让每个孩子都有人生出彩的机
会。 他希望社会各界继续弘扬扶危
济困的美德， 积极支持、 热情参与

助学工作， 用爱心为寒门学子撑起
一片蓝天； 希望各学校更加关爱贫
困生， 及时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
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
希望教育主管部门认真履行职责，
精心组织， 严格管理， 使“育才兴
教” 工程成为闪亮的爱心教育品牌。

市中院领导
来淮安区法院接访
■ 余嫚

“我宣誓： 我志愿做一名光
荣的人民教师， 忠诚于人民教育
事业……” 为增强教师职业的庄
严感、 光荣感和责任感， 8 月 25
日上午， 淮安区新招录的 129 名
教师在周恩来铜像广场前庄严宣
誓， 立志成为一名合格的人民教
师。
■ 徐寅 项生

本 报 讯 为进一步畅通涉诉信访渠道， 解决涉诉
信访群众的合理诉求， 8 月 23 日上午， 淮安市中级人
民法院党组成员、 副院长潘昌锋来到淮安区法院接访
点， 开展涉诉案件接访活动。
接访中， 来访群众反映的问题主要涉及执行方面。
潘昌锋认真倾听来访群众反映的问题和诉求， 耐心解
答问题， 详细诠释相关法律规定， 积极为上访群众排
忧解难。 对上访人的合理诉求， 潘昌锋能当场解决的
予以当场答复， 不能当场解决的， 明确了处理责任人
员和责任部门， 对他们的不合理要求， 现场予以解释，
疏导沟通， 来访群众表示满意。 整个接访活动持续了
近两个小时， 共接待来访群众十余人。

市总工会慰问
重点水利工程一线工人
■ 袁佳伟

淮安区部署“十三五”计生工作
■ 徐波

本 报 讯 近日， 淮安区召开计
划 生 育 工 作 会 议 ， 总 结 “十 二 五 ”
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 部署“十三
五” 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任务， 动
员全区上下积极落实全面两孩政策、
建立健全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制度、
完善家庭发展支持体系， 促进全区
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会议传达了省、 市计划生育工
作会议主要精神， 总结回顾了全区
“十二五” 人口计生工作开展情况。
淮安区顺利完成了省市下达的“十

二五” 人口和计划生育目标任务，
相继被表彰为“全国计划生育优质
服务先进单位”、 “省人口协调发展
先进区”、 “省新农村新家庭计划”
示 范 区 和 “省 级 人 口 文 化 示 范 基
地”， 主要工作成效体现在六个方
面： 一是组织领导坚强有力； 二是
宣传引导持续先行； 三是依法治育
规范有序； 四是生育服务优质便捷；
五是“两非” 整治效果显著； 六是
利益导向机制日益完善。 她要求，
“十三五” 时期， 全区计生工作要重
点抓好四项工作： 一是稳妥实施政
策， 切实提高出生人口政策符合率；
二是坚持以人为本， 着力优化出生

人口素质和性别比； 三是健全支撑
体系， 打造幸福家庭创建新亮点；
四是夯实基层基础， 全面提升农村
计生工作水平。
会议要求， 各相关部门和单位
进一步把握计生工作的新特点和主
动权。 坚持依法行政， 依法依规实
施全面两孩政策， 及时修订完善有
利于全面两孩政策实施、 提高出生
人口素质、 促进家庭发展的配套政
策。 要加强政策解读， 做好宣传倡
导， 妥善做好政策调整前后各项计
划生育政策的衔接， 特别是认真处
理好计划生育奖励扶助政策和社会
抚养费征收政策的衔接工作， 维护

社会稳定。 要重在改革创新， 加强
出生人口监测， 及时准确把握人口
出生动态， 准确评估人口发展形势，
为科学决策提供参考。 要强化管理
服务， 大力提升妇幼健康服务水平，
推进妇幼保健与计生技术服务资源
整合， 全面落实免费孕前优生健康
检查、 免费计生技术服务， 切实解
决计生特殊困难家庭在养老照料、
生活保障、 疾病治疗等方面的困难。
要落实好流动人口公共卫生计生服
务， 关注留守儿童健康， 积极开展
关怀关爱工作。

淮安区政协提案办理绩效评议现场亮分
■ 胡子静

陈智

本 报 讯 “现 在 我 宣 布 得 分 ：
区教育局办理的 135001 号提案 《关
于 坚 决 制 止 课 外 有 偿 家 教 的 建 议》
91 分， 区卫计委办理的 135012 号提
案 《建立农民大病风险合作医疗个
人缴费档案》 87 分……”
近日， 淮安区政协召开提案办
理绩效评议会， 由市、 区两级政协
委员、 区政协提案委成员、 媒体代
表、 市民代表等人员组成第三方评

议组， 对承办提案的区卫计委、 教
育局 2 家单位 6 件提案开展面对面
评议、 打分， 并现场亮分。 市政协
副主席李玉峰带领各县区政协分管
副主席、 提案委负责人到会观摩。
提案承办单位分别对 《关于加
强个体诊所监管的建议》、 《关于促
进全区教育均衡发展的建议》、 《重
视 职 业 培 训 解 决 技 术 工 人 短 板》
等 6 件提案办理情况进行了说明，
提案人就提案初衷和办理答复表达
了意见， 最后评议组根据 《政协提
案办理绩效评议评分表》 给予中肯

点评、 现场打分。 评分表包含答复
意见、 落实措施、 协商过程、 办理
质效和创新创优 5 个部分， 15 个子
项， 按百分制进行无记名打分。 提
案承办单位表示， 一定强化提案办
理后续跟踪， 做到措施再细化， 责
任再落实， 将提案办理成效再扩大。
“以往， 委员和提案办理单位
都是‘点对点’ 接触， 委员对办理
答复表示‘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
意’， 这次引入第三方评议， 评议组
依据评分标准细化打分， 提案人不
会被动表示满意， 提案办理绩效评

议更加客观公正， 更有分量了。”
市、 区政协委员徐光对此赞许不已。
李玉峰指出， 政协委员要把提
案评议当成一种动力， 进一步提高
提案水平和质量。 提案承办部门要
化压力为动力， 把提案落实工作进
一步办好， 把提案评议当作促进部
门工作不断改进和创新的契机。 他
要求各县区政协把提案工作提升到
制度层面， 进一步优化提案办理流
程， 进一步提高提案办理实效， 促
进提案办理绩效评议工作再上一个
新台阶。

周继红

本 报 讯 8 月 24 日， 淮安市总工会代表在淮安市
水利局领导陪同下， 前往淮安区宋集乡境内的黄河故
道整治工程现场， 慰问一线工人， 为他们送去清凉、
送去关爱。
黄河故道整治工程是国家重点工程， 项目总投资
3.25 亿元， 全长 117.5km。 淮安区境内总投资 6996 万
元， 总长度 31.9 公里， 工程于 2015 年 11 月份开工建
设， 计划于今年底竣工， 截至目前， 淮安区境内工程
累计完成投资 6100 万元， 占今年工程总投资 86%。
市总工会代表来到淮安区宋集乡李码调度闸工程
施工现场， 向工作在一线的施工人员表示亲切慰问，
并为他们带来了矿泉水、 西瓜和毛巾等防暑降温用品。
代表们叮嘱工程项目负责人， 要全力做好防暑降温和
安全生产工作， 切实提高施工人员的自我保护意识，
合理调整作息时间， 把安全生产工作落实到位， 确保
职工身体健康和工程施工安全。

淮安区
首届“袁鹰作文奖”揭晓
■ 项生
本 报 讯 日前， 从淮安区首届“袁鹰作文奖” 揭
晓， 全区有 40 名学生获得金奖， 120 名学生获得银奖，
231 名学生获得铜奖， 116 名学生获得鼓励奖， 222 名
老师获得辅导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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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区国家农业综合开发项目通过省级抽查

13952319458

新闻热线
联系人 / 王正道

■ 赵飞

王鼎元

骆琴

丁倩

近日， 由省农业资源
开发局和省财政厅人员组成的省级
抽查组对淮安区 2015 年国家农业综
合开发项目进行了抽查。
在 2015 年国家农业综合开发项
目省级抽查汇报会上， 抽查组听取
了市、 区两级项目建设情况的汇报，
本报讯

项目监理、 设计和施工等单位作了
补充发言。 抽查组还对项目档案和
财资金管理情况进行了检查。
省抽查组一行还深入季桥镇、
茭陵乡、 宋集乡、 顺河镇、 泾口镇
等项目区察看了国家农业综合开发
建设情况。 抽查组通过查看工程建
设状况、 走访当地群众和听取现场
汇报的方式， 充分了解淮安区土地

治理项目和产业化经营项目建设情
况， 对淮安区的项目规划、 建设质
量、 “三标” 建设和效益发挥等方
面给予了较高评价， 认为淮安区农
业综合开发工作领导重视、 工作细
致、 工程建设质量高、 效益明显。
淮安区 2015 年土地治理项目涉
及季桥、 茭陵、 顺河、 宋集 4 个乡
镇 14 个村居， 3 个高标准农田建设

项目区， 建设面积 2.5 万亩， 2 个生
态综合治理项目区， 建设面积 1 万
亩。 计划总投资 4595.5 万元， 其中
财政总投资 4550 万元； 2015 年产业
化经营财政补助项目为“1200 头生
猪养殖基地扩建” 项目， 由楚州区
天安养猪专业合作社负责实施的，
项目总投资 150.8 万元， 其中财政补
助资金 1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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