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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ILY

市商务局组织开展
“五四”主题活动

兴业银行淮安分行——
—

上演创新发展兴业速度

■ 通讯 员

开业 14 个月，总资产与存款余额双双过百亿
■ 通讯 员

顾小飞

记者

季明稳

本 报 讯 日前，兴业银行淮安分
行发布业绩“一季报”。 一季度，兴业
银行淮安分行紧紧围绕全市中心工
作， 积极融入淮安经济建设大局，大
力推进金融产品创新、 深化经营转
型， 主要指标均取得两位数增长，交
出了一份闪亮的成绩单。
自 2016 年 1 月开业到今年一季
度末，短短 14 个月时间，兴业银行就
实现总资产、存款余额双双超百亿的
优异成绩。 记者采访发现，成绩的背
后，不仅是兴业人的努力奋斗，更是
坚持创新发展带来的创新红利。
开业成立之初，兴业银行南京分
行行长官恒秋便表示，将为淮安客户
提供高效率、差异化和多元化的金融

服务。 差异化、多元化服务源自哪里？
答案唯有创新。 绿色金融业务是兴业
银行淮安分行以创新产品开拓市场
的一项重要举措，早在 2008 年，兴业
银行就成为我国首家赤道银行，开始
在绿色金融服务方面不断创新，落户
淮安之后，兴业银行淮安分行便成为
淮安绿色金融业务的领跑者。 今年以
来，该分行围绕水资源、清洁能源、旅
游景区等重点领域， 加快绿色基金、
绿色债、环保 PPP 等创新产品落地步
伐， 一季度新增投放绿色金融贷款
9.77 亿元，同时全市首单淮安生态文
旅区水系治理项目绿色债券 10 亿元
已报送交易商协会。“该项目获批后，
不仅能有效降低政府在环境治理方
面的融资成本，还将发挥重要的绿色
示范带动作用。 ”兴业银行淮安分行
企业金融直属业务部总监王恒宇说。

创新不止于此，一季度，兴业银行淮
安 分 行围 绕“大 基 建 、 大 健 康 、 大 文
化”战略布局，加强产业基金、政府购
买服务等创新产品的应用，持续推进
政府类融资业务，新增投放政府融资
类项目贷款 11.7 亿元。 围绕交易银行
理念， 大力推动现金管理业务发展，
以“智慧城市”业务为代表的现金管
理产品在医院、学校、交通、商超等重
点行业取得较大突破，目前已与市妇
幼保健院、 淮汽集团、 快鹿牛奶、金
鹰、 新亚商城等知名企业联合上线，
一季度累计交易量 88681 笔，累计交
易金额 3317 万元。 坚持“轻资本”发
展道路，加速代理类业务发展，做实
公司及个人理财客户营销工作。
在零售金融业务方面， 一季度，
该分行养老金融特色品牌“安愉人
生”实现新增储蓄存款 5123 万元；移

动支付“兴 E 付”等低成本结算类存
款营销取得突破性发展， 新增商户
1220 户，新增交易量 917 万元。 围绕
“五大人生”品牌的差异化定位，该行
积极与留学、旅游、养老等机构开展
跨界合作，组成异业联盟，努力编织
一张服务民生网。
创新同样体现在服务地方实体经
济发展的各项工作中。该分行创新建立
了绿色审批通道、沙盘作业、名单制营
销等方式，实现实体企业客户群和贷款
投放总量的快速提高。 另外，该分行严
格落实市金融办《关于做好 2017 年度
全市重大项目融资对接工作的通知》要
求， 针对服务区域重大项目建立沙盘，
明确序时计划， 开展有序对接服务，目
前已对接重大项目 10 个， 融资金额合
计 61.20 亿元，截至一季度末已实现贷
款落地 12.70 亿元。

■记

者
通讯 员

王 昊
朱留 芹
孙铁 成

利剑出鞘卫河湖
■记

者
通讯 员

宋莹莹
徐晶 晶

曹 康吉

在淮安，打击洪泽湖非法采砂利
剑行动雷霆万钧：在市委市政府统一
领导下，全市水利、海事、渔政、公安
等部门联合执法，沿湖三县区坚持每
日巡查，不断强化执法巡查的高频度
与执法打击的高强度， 利剑出鞘，捍
卫洪泽湖防洪、航道、生态安全！

非法采砂危害环境
湖区生态遭到破坏
作为全国第四大淡水湖的洪泽
湖，是淮河上、中游来水和南水北调
东线工程重要的调蓄湖泊，是苏北地
区主要的水源地， 更是淮安人民的
“母亲湖”。
然而， 自 2007 年我市境内淮河
干流和洪泽湖水域发现有含砂层后，
受高额利润驱动，许多非法采砂船到
湖区进行非法采砂活动，船只数量和
规模逐年增加。 市水利局水政监察支
队副支队长于淑坤介绍，这些非法采
砂行为既影响洪泽湖大堤稳定，直接
危及防洪安全。 同时，采砂船在湖区

内肆意占用航道，给过往的运输船只
带来很大的安全隐患。
除此之外，非法采砂船破坏湖床
结构，产生各类污染，导致水生生物
的栖息地丧失， 种质资源库损害，湿
地生态系统功能退化，更对整个洪泽
湖生态环境系统造成严重破坏。 为了
护卫“母亲湖”，必须采取严打高压态
势！

严打高压毫不手软
禁采工作取得实效
4 月 25 日下午，在韩桥集中停靠
点水域（泗洪、淮阴、洪泽三县交界水
域）。 据介绍，停靠在这里的采砂船有
300 余条。 按照市政府统一要求，我市
将韩桥水域作为我市集中停靠点，要
求未离开我市水域的非法采砂船只
到集中停靠点停靠，由洪泽区、淮阴
区进行 24 小时值班轮番值守、巡查、
看管，严格控制采砂船偷采盗采。
“打击洪泽湖非法采砂, 仅靠查
扣、罚款震慑不了船主,彻底斩断与采
砂船相关的利益链、依法拆解采砂船
重要部件非常必要。 ”盱眙县农业综
合执法大队大队长于文化告诉记者，
对于扣押的采砂船，采取自行拆除和

强制拆除两种模式，拆解要达到“放
倒大镐切割三节，支架切割两节“的
标准，按这一标准拆解后，上报县政
府，由县主要领导签字批准后，方可
离开洪泽湖。“目前，我们已按上述要
求拆解 3 条采砂船。 ”
“打击非法采砂，难在单打独斗，
现在全市一盘棋， 凝聚了打击合力，
对非法采砂人员造成了巨大的威慑
力。 ”洪泽区水政监察大队大队长徐
承军介绍， 由于严格落实 24 小时值
班看管，采砂船偷采希望渺茫，再加
上执法人员坚持不懈地做思想和宣
传工作，一些外地采砂船船主主动联
系， 要求离开停靠点。“在利剑行动
中，采取措施果断坚决，形成了严看
严管严打的高压态势，取得了较好的
效果。 ”

建立长效管理机制
形成强大打击合力
2016 年 8 月，我市出台《淮安市
洪泽湖禁止采砂长效管理实施意
见》， 决定建立洪泽湖禁采统一管理
的长效机制，形成自上而下、跨部门、
跨区域的联合监管和打击合力。 《意
见》要求，沿湖县区每天至少开展一

次巡查，市各有关部门每月组织不少
于一次执法检查，市交通、公安、水利
等部门要把各类涉砂船舶活动作为
日常巡查监管的重要内容。 沿湖各县
区和市相关部门定期开展执法行动，
突出“巡、打、堵”3 个关键环节，采取
强有力措施，保持露头就打、违法必
究的高压态势，确保洪泽湖禁采工作
取得实效。
今年以来，我市开展打击洪泽湖
非法采砂”利剑 2017“行动。 根据调
查，我市水域（含泗洪、淮阴、洪泽三
县交界水域） 共有采 （运） 砂船 430
艘。 相关县区定人定船定点，做到零
盲点、零死角、零缝隙。 盱眙县绘制洪
泽湖水域打击非法采砂作战图，对主
要采砂点、堆砂场和船只通道隘口等
关键区域精准布置人力，实现全方位
布控和高密度巡查。
市水利、交通、公安等部门以及
盱眙县、淮阴区、洪泽区政府，并省水
利工程管理处、省洪泽湖管办开展了
4 次较大规模的联合执法行动， 重点
对韩桥水域、明祖陵水域、老子山水
域非法采砂进行打击。 目前，我市共
开展执法巡查 482 次， 计 2775 人次，
出动船艇 545 艘次，解除动力 300 台
套，立案查处非法采砂案件 22 起。

我市 4 万多老人享受政府购买服务
■ 通讯 员

卢士勇

裴东林

本 报 讯 笔者从市民政局获悉，
我市今年将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
为符合条件的 4 万多位老年人提供
养老服务，服务人群和服务范围都将
有所扩大，由补缺型向适度普惠型转
变。
去年，淮安市为老人购买服务的
主要对象为低保家庭中 60 周岁以上

的失能老人以及低保家庭和分散供
养的特困对象中 80 周岁以上的高龄
老年人。 今年，我市将补贴对象从经
济困难的高龄、失能老年人扩大到除
集中供养特困对象外的全体经济困
难老年人和空巢、独居老年人。 政府
购买养老服务内容将从单一的为经
济困难老年人购买居家、社区、机构
养老服务和亲友、邻里照顾，扩展到
购买养老服务人员培养、养老服务评
估等方面。 购买内容包括五个方面：

一是购买居家养老服务项目。 主要包
括为符合政府资助条件的老年人购
买助餐、助浴、助洁、助急、助医、护理
等上门服务。 二是购买社区养老服务
项目。 主要包括为老年人购买社区日
间照料、 老年康复文体活动等服务。
三是购买机构养老服务项目。 主要是
为“三无”“五保”老人、低收入老人、
经济困难的失能半失能老人购买机
构供养、护理服务。 四是购买养老服
务人员培养项目。 主要包括为养老护

理人员购买职业培训、职业教育和继
续教育等内容。 五是购买养老服务评
估服务。 委托第三方机构，为接受居
家养老服务的资助对象制订个性化
的服务方案，为老年人精准开展康复
护理、助餐配餐、医疗保健等养老服
务。
目前，各县区正在排定今年政府
为老人购买服务计划，符合条件的老
人， 可先行到户籍所在地街道办事
处、社区居委会登记，待公告后申请。

记者

季明稳

淮阴区王营镇
“三抓三促”激发代表新活力
胡业石

本 报 讯 为切实履行人大代表职责， 践行“人大
代表为人民 ” 的 服务 宗 旨 ， 淮阴 区 王 营镇 人 大 通过
“三抓三促”， 提素质转作风， 全面加强人大自身建设，
不断推动人大工作新发展。
抓制度促工作推进。 健全完善工作评议、 代表述
职、 议案建议重点督办等多项规章制度， 为人大依法
履行职责， 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 认真总结以往工作
中的成功经验， 细化实施了代表联系选民制度， 将全
镇 124 名镇人大代表分成 10 个组， 形成“选民 + 代表
+ 代表小组” 的网络模式， 构建代表联系群众的快速
通道， 推动人大工作规范有序开展。
抓作风促效能提升。 代表们“沉下去” 倾听民声，
“带上来” 推进解决， 及时把群众的意见建议反映给政
府， 积极为群众排忧解难， 热情接待群众来访， 妥善
处理群众来信， 主动督促相关部门及时做好办理和答
复工作， 积极履行人大代表的职责使命， 架起政府和
群众之间沟通的桥梁， 为党委科学决策提供了合理建
议， 为政府抓好落实提供有力支持。
抓宣传促形象展示。 注重“广” 字， 广收素材，
多层次、 全方位地收集信息， 深层次地挖掘镇人大中
的重大题材和鲜活事例。 注重“效” 字， 结合镇人大
工作及时宣传贯彻， 有效把握人大宣传的时代脉搏，
及时采写报送信息。 注重“活” 字， 在报道方式、 内
容选择、 新闻手段等方面， 形式灵活多变， 内容丰富
多彩， 进一步提升了镇人大代表们的对外形象。

淮安公路处
实施队伍素质培优工程
■ 通讯 员

—我市打击洪泽湖非法采砂
——
“
利剑 2017”在行动

刘佳

本 报 讯 为纪念“
五四” 爱国运动 98 周年， 大力
弘扬“五四” 精神， 进一步增强商务系统青年同志的
责任感、 使命感， 5 月 4 日， 市商务局团委开展“弘扬
五四精神， 争当商务先锋” 主题活动。
在盱眙黄花塘新四军军部纪念馆， 青年同志们驻
足于一幅幅历史图片和一件件遗留实物前， 认真聆听
革命烈士运筹于草舍之间、 决胜于大江南北的丰功伟
绩， 深深地被新四军对党忠诚、 视死如归的崇高精神
所感染。 大家纷纷表示， 黄花塘之行是一次心灵的洗
礼和教育， 今后一定会继承革命先烈的遗志， 发扬光
荣的革命传统， 为全市商务事业发展多作贡献。 随后，
青年同志们还举行了户外登山、 摄影采风等活动， 既
磨练了意志， 又增强了团队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激发
了大家爱岗敬业的热情。
近年来， 市商务局高度重视青年同志的发展， 开
展了商务大讲堂、 商务调研报告评比等特色活动， 着
力提升年轻干部的业务水平和综合素质， 为实现两大
目标、 建设美好淮安贡献青春、 智慧和力量。

■ 通讯 员

武黄线京杭运河黄码大桥位
于清浦区黄码乡与淮安区主城区
之间，是连接我市清浦区与淮安区
的重要通道。 项目路线起于黄码大
桥西侧，向东跨越京杭运河，终于
清安河西侧，采用双向六车道城市
次干路标准，设计车速 40km/h，桥
梁设计荷载为城 -A 级， 主要建设
武黄线跨京杭运河大桥与西接线
工 程 。 桥 长 961.04m， 主 桥采 用
85m+145m+85m 三跨预应力砼变
截面连续箱梁跨越京杭运河，桥宽
31.5m。 西 接 线 长 655.265m， 宽
41m。 工程估算总投资 2.71 亿元，
建设工期为 36 个月，计划于 2017
年 6 月底全部建成通车。

程亮

崔瑞

记者

张小燕

本 报 讯 日前， 淮安市公路处组织开展宣传报道、
政务信息和公文写作业务培训班， 邀请 《江苏交通新
闻》 编辑部和淮安市委办信息处专家做专题培训， 全
系统近 60 人参加了培训班。
本次培训班围绕宣传报道这一主题， 由编辑部老
师从什么是新闻稿件、 如何撰写新闻稿件、 如何提高
新闻稿件的采用率等方面对新闻宣传工作进行了系统
的阐述， 并结合自身多年的工作经验， 对部分新闻稿
件进行深度解读、 剖析和点评， 有的放矢的为学员日
常遇到的写作难题进行“问诊把脉”。 市委办信息处老
师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 通过点评大量的成功信息
案例， 对信息采写业务进行了系统地讲解， 两位专家
的精彩授课得到了学员们的一致好评。
据了解， 本次培训是市公路处大力实施队伍素质
培优工程， 更好地适应公路行业转型发展的需求。 要
求学员加强学习消化， 抓好运用转化， 实现能力优化，
坚持多写多练多研究多修改， 不断增强本领、 提高水
平， 为推动公路事业科学跨越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服
务和保障。

市安监局举办
执法监察人员业务培训班
■ 通讯 员

采小峰

王东照

本 报 讯 近日， 市安监局组织各地执法一线工作
人员， 举办了为期一周的执法监察业务培训班。
此次培训委托青岛科技大学举办， 培训班邀请了
国家安监总局、 山东省安全生产执法总队等单位的领
导、 专家、 执法业务骨干为大家解读 《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意见》 等内容， 受
到参训学员的肯定和欢迎。
作为共建单位， 此次培训， 新疆建设兵团第七师
安监系统安排 10 人参训。 培训结束后， 他们纷纷表
示， 此次培训质量高、 效果好， 他们一定要把培训成
果带回去， 在学中干、 干中学， 努力把当地的安全生
产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