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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阴地税局贯彻全面从严治党工作部署

淮阴教师进修学校
举行法制教育报告会
■ 柯秋香

■ 胡妍

齐占祥

本 报 讯 淮阴地税局近 年 来 认
真贯彻落实上级党组织党建工作决
策部署， 突出党建创建引领， 汇聚
科学发展的“正能量”。
一是高度重视， 立即组织学习
贯彻。 迅速召开中层以上干部会议
传达学习， 主要负责同志分析当前
全面从严治党面临的新形势、 新任

务、 新动向， 要求全体中层干部思
想上高度重视， 落实上真抓真管，
切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责任。
二是提出要求， 层层领会会议
精神。 各分局、 机关各科室认真学
习并领会全面从严治党的新任务，
明晰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
责任， 使全体干部职工共同发力，
扎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落地生根，
做到全面覆盖、 不留死角、 不漏一
人。

三是积极行动， 加强制度集成
创 新 。 制 定 《党 组 中 心 组 学 习 计
划》， 就当前热点和难点课题深入开
展学习交流； 印发 《从严治党工作
要点》， 分门别类、 条分缕析地分解
全面从严治党新任务； 发布 《关于
成立和调整党建工作机构的通知》，
理顺基层党员和党组织关系。 制定
出台 《党组及领导班子成员落实党
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清单》， 构建党
建运行、 党建责任、 党内监督等一

整套制度体系。
四是构建机制， 持续强化正风
肃纪。 驰而不息深化作风建设， 发
挥“关键少数” 作用， 建立健全改
进作风的长效机制； 积极推进党建
机构转职能、 转方式、 转作风， 聚
集主业主责； 创新党建工作的方式
方法， 提高发现苗头性问题的精准
度； 充分发挥监督的提醒和警示作
用； 加大执纪问责力度。

近日， 淮 阴实验小学四年
级举办了诗词大赛和楹联大赛。
诗词大赛分为“必答题”、
“抢答题” 和“飞花令” 三部分
进行。 “飞花令” 环节更是将
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小选手们
从容的台风、 敏捷的思维、 丰
富的诗词积累博得了台下师生
们经久不息的掌声。
楹联大赛 分为 “楹 联 知识
抢答” 和学生自创楹联展示。
楹联兴趣小组的同学们展示了
丰富的楹联知识， 并展出了自
创的以“书之乐” 为主题的楹
联。
■ 严新 王教新 丁凤

淮阴国地税积极推进部门合作
■ 吴国昌

戴玉亮

本 报 讯 近日， 淮阴国税 局 与
淮阴地税局召开联席会议， 集中研
究和制订 2017 年国地税合作方案和
重点合作事项。
会议简要总结了 2016 年国地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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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情况， 认为国地税双方的精诚
合作为取得区委区政府充分肯定、
社会各界和纳税人广泛好评夯实了
基础。
双方认真学习了淮安市国地税
合作方案， 对全市 2017 年重点合作
事项逐条进行研究， 并确定了继续
以服务深度融合、 执法适度整合、

方分管负责人对 2017 年国地税合作
工作分别提出了展望， 要求各相关
部门要根据区局制订的方案， 拿出
具体实施计划， 进一步细化落实措
施， 对重点推进事项要重点研究，
对已经开展的事项要做好台账登记。

淮阴区抓好春季动物防疫工作

■ 苏荔 张琰 朱希林

本 报 讯 新渡乡以
政风行风建设为抓手，
以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为
核心， 建立健全计生依
法管理、 综合治理的长
效工作机制， 通过营造
普法宣传环境、 政务公
开环境、 文明执法环
境， 全力打造法治计
生。
强化执法能力。 该
乡坚持领导带头学法，
组织计生、 司法等部门
制定学法计划， 明确学
习重点， 对乡、 村计生
专干进行计生法规知识
专题培训， 观看专题
片， 进行业务交流， 从
而增强全乡计生工作人
员依法行政意识。
加强制度建设。 该
乡建立服务承诺、 群众
来访接待、 限时办结、
一次性告知、 行政过错
追究等制度， 制作计生
工作人员岗位牌， 明确
具体职责和服务规范， 把计生执
法落实到个人， 规范执法行为，
提高服务效能。 坚持计生政务公
开制度， 将各项计生政策在乡政
务公开栏和村务公开栏公示， 使
广大群众确实掌握各项计生政策
法规知识， 推进法治计生工作的
开展。
突出便民服务。 为方便群众
办理各项计生证件， 该乡在人口
计生便民大厅实行“一站式” 服
务， 对前来办证的人员， 不管是
干部还是群众， 不论是熟人还是
生人， 都笑脸相迎， 热情服务，
及时办理， 坚决杜绝“门难进，
脸难看， 事难办” 现象， 尽力简
化办证手续。
注重社会监督。 该乡在全面
公开各类计生政策法规、 事项办
理程序的基础上， 乡、 村设立计
生 举 报 信箱 、 阳 光 计生 热 线 电
话， 印发 《新渡乡人口计生调查
问卷》， 请农民兄弟姐妹评计生、
请流动人口评计生， 健全与群众
沟通交流平台， 收集群众对人口
计生工作意见与建议， 主动接受
群众监督， 及时改进计生行政执
法工作中的不足， 切实维护群众
权益。

信息高度聚合为合作目标的 2017 年
国地税合作方案和以 8 个合作事项
为核心的 38 项重点合作事项， 力推
国地税合作成效再上新台阶。 会上，
双方还对税收宣传月联合宣传事项
进行讨论和研究， 并已落实到位。
淮阴区国地税分管负责人及相
关职能科室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双

■ 刘传俊

刘正清

本 报 讯 连日来， 淮阴区紧 紧
围绕国家及省、 市统一工作部署，
突出重点， 狠抓关键， 四措并举大
力推进春季动物防疫工作。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 区政府及
时调整完善全区重大动物疫病防控
指挥部组成人员， 组织召开全区春
季动物防疫工作会议， 印发 《2017
年淮阴区春季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
作方案》， 与各乡镇签订动物疫病防
控工作目标责任状， 对全区重大动
物疫病防控重点内容、 实施步骤、

考核标准进行明确规定， 提出明确
要求。
二是广泛宣传发动。 区动物疫
病预防控制中心通过 QQ 群和内部
局域网， 积极宣传春季动物防疫技
术规程和操作要点。 各乡镇兽医站
迅 速 向 广 大 养 殖 户 发 放 《明 白 纸》
或 《告知书》， 大力宣传春季动物防
疫工作意义和要求。 区新闻中心和
电视台相继对全区春季动物防疫工
作进行宣传报道， 有效营造了春季
动物防疫工作氛围。
三是狠抓工作推进。 各乡镇认
真按照上级统一工作部署， 制定春
季动物防疫实施办法， 储备防疫物

资， 组织防疫小分队， 对散养户逐
一进行集中免疫， 对规模养殖场进
行全方位监管， 确保全区春季动物
防疫消灭盲区、 不留死角。
四是严格督查考核。 为确保各
项防疫措施得到有效落实， 全区上
下形成五级督查工作机制： 村级防
疫员开展自查、 乡镇兽医站组织防
疫员互查、 乡镇兽医站全面检查、
区疫病控制中心对免疫效果进行飞
行采样监测、 区重大动物疫病防控
指挥部对全区面上动物防疫工作进
行督查。 通过层层加压， 有力推动
春季动物防疫工作深入进行。

码头水利站防汛准备扎实
■ 杨小勇
近日， 码头水利站根
据防汛防旱工作的具体要求， 在安
全生产大检查的基础上， 以整治防
汛隐患为重点， 对排涝泵站及主干
本报讯

排涝河道进行拉网式排查， 着重对
存在隐患的泰山、 惠民、 六堡、 太
平汪、 陶闸泵站逐一进行检修， 恢
复其排涝能力； 联合区河道保洁公
司对水草淤塞严重的张庄排水沟、
太平河及惠民河进行机械化清理保

本 报 讯 西宋集镇财政所近日
组织人员召开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

革座谈会， 明确各人的职责分工，
认真学习改革实施方案和业务操作
手册， 同时加强改革宣传， 购置集
中支付所需的电脑等硬件设备， 重

五里镇九年制学校
举行期中总结表彰大会
■ 王金柱
本 报 讯 近日， 五里镇九年制学校举行期中总结
表彰大会。
会上， 校长周绍春对教师们前半学期的辛勤工作
予以肯定， 并要求进一步规范教师的教学行为， 努力
做好学生的安全教育工作。 校教务处主任认真总结了
前一阶段学习情况， 对学生提出了要求； 学生代表作
了典型发言， 与其他同学分享了学习方法。 会议表彰
了期中考试优秀班级和学生。

淮师二附小
开展“晒课”活动
■ 安振宇

胡长青

蔡海军

本 报 讯 淮阴师范学院第二附属小学近期积极在
教师中开展“一师一优课， 一课一名师” 活动， 力争
科科有省、 部级优课， 有效推动课堂教学质量大提升。
学校成立了以校长包立清为组长， 副校长朱爱悌、
李朝祝为副组长的活动领导小组， 加强组织领导， 细
化责任分工。 各学科主任为本学科“一师一优课” 活
动组织实施第一责任人， 建立团队， 科学分工， 跟进
指导。 电教中心负责同志认真研究录制剪辑技术参数、
格式设置等细节， 做好预案。 本次“晒课” 教材的版
本为经教 育 部审 定 的 中小 学 教 材， 以 教 育 部公 布 的
2016 年度教学用书目录为准。 “晒课” 内容包括： 一
堂利用信息技术开展教学的完整课堂教学设计、 所用
课件及相关资源、 课堂实录和测评练习。 本次活动全
员参与， 充分发挥各教研组的团队作用， 结对研讨，
营造浓烈的磨课氛围。 各学科有重点打造推优课， 全
程跟进， 反复推敲， 精心打磨， 集体研讨， 精益求精。
本次活动的开展， 增强了教师的合作意识、 研讨
意识， 提升了教师的课堂教学水平。

刘老庄小学
教学精细化管理获好评
■ 张大鹏
本 报 讯 多年来， 刘老庄小学注重教学管理的精
细化， 将常态教学管理变为动态管理。
一是细化领导听课检查项目， 变单一听课为蹲点
制。 二是教学常规严格要求， 加大日常巡检力度， 采
取定期与不定期抽查相结合的方式， 从备课、 上课、
教研活动等各个方面进行全面反馈， 发现薄弱环节及
时纠正， 促使教师教学工作自觉化。 4 月 25 日， 区教
育局精细化管理检查组不打招呼检查刘老庄小学， 检
查组一行巡查了校园和班级， 看了学校流程管理的资
料， 对该校教学管理工作给予高度肯定。

洁。
该站建立了 24 小时防汛值班制
度， 建立起上下联动的应急机制，
突出重点区域的预警预报， 备足备
齐各类防汛物资， 真正把防汛责任
落到实处， 保证安全度汛。

西宋集镇财政所实施国库集中支付改革
■ 赵惠刚

本 报 讯 日前， 淮阴区教师进修学校举行法制教
育报告会,淮阴区果林派出所警官秦磊应邀为同学们上
了一堂精彩的法制教育课。
秦磊针对青少年违法犯罪的特征， 举身边的案例，
深入浅出地剖析了青少年学生的身心特点， 并就青少
年犯罪特征及其原因、 如何预防犯罪、 如何加强自身
保护等方面进行了讲解。
秦磊还向学生介绍了电信诈骗与网络诈骗的主要
手段和应对方法， 提醒学生在日常生活中要小心谨慎，
不要轻易泄露个人信息。 他要求每一位学生要树立法
制观念， 增强法制意识， 养成遵纪守法的良好习惯。
精彩、 生动的讲座， 赢得了师生们的热烈掌声，
同学们充分认识到在日常生活中防微杜渐、 知法守法
的重要性， 为今后学会自我保护、 提高避险和应急处
理能力打下了基础。
该校党支部副书记张以安主持报告会并进行了总
结， 他要求学生要以此次报告会为契机， 不断增强自
身法律意识， 做到学法、 知法、 懂法， 学会用法律的
武器保护自身合法权益， 做一个讲文明、 守纪律、 勤
奋学习、 积极向上的好学生。

新布置国库集中支付服务大厅， 公
开办事流程， 做到制度上墙， 为该
镇财政国库集中支付工作顺利开展
奠定了坚实基础。

淮阴妇幼保健院
举办业务培训班
■ 儿保科
本 报 讯 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省卫生计生委 《关
于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的实施意见》 及
《淮安市高危儿体弱儿管理规范》 精神， 全面、 系统、
科学、 规范地做好淮阴区高危儿体弱儿筛查、 诊治、
管理、 转诊工作， 4 月 28 日， 淮阴区妇幼保健院举办
培训班， 特邀淮安市妇幼保健院儿保科主任季金陵主
讲。 全区儿科医生和儿保医生共 52 人参加培训。

淮阴人社局推进“三进三帮”大走访活动
■ 桂国富

吕笑

本 报 讯 “三进三帮” 大走访
活动是聚力创新、 聚焦富民的新动
力， 是服务基层、 补齐短板的新渠
道。 近期， 淮阴区人社局多措并举，
扎实推进， 力求大走访活动取得实
效。
一是强化组织领导。 专门成立

了由主要领导任组长， 其他领导班
子成员任副组长的“三进三帮” 大
走访活动领导小组， 制定科学具体
的活动实施方案， 建立合理评估考
察机制， 加强对大走访活动的督查
指导， 促进活动整体推进。
二是突出问题导向。 在大走访过程
中， 聚焦群众、 企业最关注、 反映
最强烈的问题， 从实际问题出发，
针对不同对象和群体的需求特点，

增强走访服务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力求活动取得实效。
三是重视宣传工作。 利用报纸
等纸质媒体， 微信、 微博等网络媒
体， 宣传大走访活动， 使工作人员
深刻认识开展大走访的重要意义，
充分认清肩负的政治责任。 确保做
到群众得实惠、 企业有信心， 将大
走访活动落到实处。

近日， 淮安市老张集乡初级中学组织全体师生赴
淮安西游乐园和日月洲生态园进行春游活动。
■ 马洪斌 张玉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