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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马湖村走出生态引领绿色富民新路
■ 张志海

李文俊

本 报 讯 岔河镇白马湖村紧紧
抓住白马湖保护和开发的有利时机，
大力发展特色经济， 走出一条生态
引领、 绿色富民的新路。
该村结合传统优势和区位优势，
力求做到“一村一品”， 着力培育发
展旅游一体化示范基地， 形成优势
产业。 同时， 强化统筹理念， 实现
特色经济发展与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精准扶贫帮扶、 南水北调水源涵养
区生态改善、 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创
建、 中国古村落建设、 产业发展等

六项重点工作的有机结合。
该村党总支书记告诉我们说：
“全村上下积极探索创新发展模式，
采取‘合作社 + 基地 + 农户 ' 等模
式， 助推特色经济发展， 致力做大
做强荷藕产业、 芡实产业、 菱角产
业、 家禽产业， 加快脱贫攻坚步伐，
实现绿色富农惠民。” 目前全村荷藕
种植面积达 1.2 万亩、 芡实 4500 亩、
菱角 4280 亩， 饲养鹅鸭 4 万羽， 年
产值达 5600 万元。
该村把白马湖作为生态功能区
来打造， 发展壮大乡村旅游、 体育
休闲、 养生养老、 水产业、 生态高
效有机农业等绿色生态产业， 对白

马湖实施了退圩 （围） 还湖、 清水
入湖、 清淤净湖、 生态养湖工程，
白马湖生态环境得到极大改善。 拓
宽了湖中王骆殿岛风景区道路， 开
挖风景区航道、 打造经济林和观赏
树木、 修缮了渔家庭院， 改造渔家
风情民宿旅游度假区， 安装了无线
AP 项目， 无线网在景区实行免费服
务全覆盖， 架设了路灯， 通上了自
来水， 铺设了污水管道， 新建了污
水处理厂， 给周边群众和游客带来
了实惠。 真正让“绿水青山” 转化
为品牌、 转化为项目、 转化为产业。
目前， 白马湖村对照全域旅游创建
试点标准， 结合推进医养休闲区、

水上运动乐园、 湿地公园、 垂钓中
心、 万亩荷花荡风景区、 芦苇迷宫、
渔家体验区、 渔文化展示馆、 中国
最美古渔村落等建设， 全面参与白
马湖生态文明旅游区建设， 创建白
马湖全域旅游示范区。 着力构建
“水畅、 水活、 水清、 水景” 的城市
水系统， 让人领略“水绿相映、 城
在园中、 水在城中、 人在景中” 的
灵性和韵味，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
客参观、 游玩， 带动了周边群众自
发发展农家乐， 争取早日建设成为
苏北领先的旅游、 休闲、 娱乐、 体
验、 养老、 度假示范区。

三河镇推进
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 赵军

浦文

本 报 讯 近日，三河镇召开班子成员落实“一岗双
责”、村居站所履行主体责任汇报会。
会上， 该镇班子成员就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履行“一岗双责”工作情况作了汇报，各村居站所负责人
就履行主体责任情况作了汇报。
在听取班子成员“一岗双责”、村居站所履行主体责
任情况汇报后， 该镇党委书记朱沛军提出五点要求：一
是尽职尽责，强化“三个意识”，即担当意识、忧患意识、
表率意识；二是常思常想，做到“三个同步”，即同步部
署、同步检查、同步考核；三是真抓真做，突出“三个环
节”，即责任分解、责任考核、责任追究；四是敢抓敢管，
力求“三个严格”，即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惩戒；五
是会抓会干，抓住“三个关键”，即管好思想、管好工作、
管好生活。

黄集街道
建立苏州党支部
■ 钟刚

郭兆勇

本 报 讯 在开展
“三进三帮”活动中，黄集街道创新
调动党员积极性，在境外打工党员比较集中的苏州市建
立了“黄集街道苏州党支部”，以帮助本土在苏州打工的
农民工为宗旨，实施“一挂三帮”工作法，为家乡人顺利
实现创收解决实际困难。
黄集街道苏州党支部于 2016 年 12 月份获批成立，
已有党员 17 名。 党支部通过宣传教育和动员引导，在党
员中开展了“一挂三帮”活动：每名党员挂钩 3—5 名打
工者，帮助寻找工作岗位实现就业，帮助维护正当权益
得到应有的报酬，帮助解决居住、就医和子女入学等生
活难题。 做到力所能及，让身在异乡的黄集人也感受到
党组织的温暖。 同时也让党员离乡不离党、流动不流失。
在此基础上， 街道党工委以苏州党支部为起点和示范，
将逐步在党员打工较为集中的其他城市也建立流动党
支部，并通过建立微信群或深入实地座谈等方式，给予
指导，提供帮扶，加强流动党员教育管理。

9 月 5 日， 高良涧小学举
行 “喜 迎 教 师 节 ， 低 碳 送 祝
福” 学生感恩贺卡制作比赛。
■ 卜开涛

余景标

朱坝街道严排细查
确保房屋出租无隐患
■ 王生标

蒋坝镇全方位预热黄金周旅游市场
■ 赵东煌

本 报 讯 国庆节与中秋节不 期
而遇， 是今年“十一” 黄金周最大
特色。 尽管离黄金周还有十几天时
间， 但古镇蒋坝旅游已开始升温。
该镇全方位出击， 针对长三角地区
以及南京、 淮安等周边市场， 展开
密集宣传攻势。
该镇在 G25 高速两旁利用 8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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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炮广告阵地， 宣传推介古镇蒋坝
河工文化、 美食文化、 历史文化、
非遗文化以及世界旅游小姐选美赛
事， 全方位展示古镇魅力。
正在组织实施的“世界旅游小
姐江苏赛区总决赛暨颁奖晚会” 将
于 9 月 21 至 25 日在蒋坝隆重举行。
该镇正凭借其巨大的国际影响力和
极高关注度， 汇聚各地旅游资源，
为“十一” 黄金周巅峰旅游奠定坚
实的基础。

■ 崔德圣

本 报 讯 9 月 11 日， 高
良涧街道党工委、 办事处召
开安全工作会议， 要求全街
道上下任何时候都要紧绷安
全这根弦， 时刻保持安全警
钟长鸣， 经常抓， 抓经常，
常抓不懈， 把安全各项工作
抓实、 抓细、 抓好， 为党的
十九大胜利召开营造稳定的
安全环境。
今年以来 ， 高良 涧 街 道
高度重视安全工作， 紧紧围
绕“安全第一” 的目标， 进
一步夯实各级责任、 加强宣
传教育、 深化排查整治、 筑
牢安全防线， 切实保障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一是抓责 任促 落 实 。 建
立了“党政同责、 一岗双责、
齐抓共管” 的安全责任制，
签 订 “一 岗 双 责 ” 责 任 书 ，
坚持定期召开安全专题会议，
时刻绷紧安全生产弦。
二是抓宣 传促 发 动 。 通
过广播、 张贴悬挂安全条幅、
现场咨询、 LED 大屏播放警
示教育片、 发放安全宣传单
以及展板展示等方式加强安
全宣传， 促使安全宣传家喻
户晓， 形成安全工作全社会
齐抓共管的良好氛围。
三是抓排 查促 整 改 。 由
安监站牵头， 定期不定期地
对全街道范围内的道路交通、 建筑施工、
液化气、 消防、 农机、 水利、 电力、 危化
品、 烟花爆竹、 养老院等行业领域进行常
态检查与综合整治， 做到发现一处治理一
处， 坚决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四是抓机制促监管。 严格落实安全预
警机制， 建立完善安全工作机制， 形成安
全管理常态化。 同时， 定期组织安全培训，
通过观看教育片、 举办讲座等形式， 切实
提升安全法制意识和防范意识。

在黄金周到来前夕， 该镇还将
组织开展渔家大鼓、 渔姑织网、 鱼
圆制作、 水上舞龙等一批非遗文化
活动， 为古镇黄金周旅游大造声势，
吸引客源。
该镇推出的 200 多个设计新颖、
类型丰富、 创意十足的文创产品、
农副特产、 商务礼赠、 日用休闲等
旅游产品让人耳目一新， 成为古镇
蒋坝“十一” 黄金周旅游的新热点。
在老复兴、 工农兵、 长淮渔歌、 彭

乡缘等饭店推出统一定价、 具有蒋
坝特色的中秋特色家庭套餐， 将深
得广大游客青睐。
据了解， 该镇在“十一” 黄金
周期间， 还将推出风情蒋坝·“三 P”
乡村旅游系列活动， 有乡村户外休
闲游、 星空帐篷露营、 中秋祭月、
大湖体验、 渔舟唱晚、 温泉休闲养
生等活动。 这些活动策划高端、 形
式独特、 引人入胜。

■ 刘彬

本 报 讯 东双沟镇高度重视
老年体育健身工作， 将老年体育
健身活动与构建和谐新农村， 传
承尊老、 孝老文明风尚结合起
来， 为老年人身心健康和家庭幸
福指数提升注入了新的活力。
领导重视， 组织网络健全。
针对老年体育工作必须要有老年
人主动参与的实际情况， 该镇充
分发挥那些热心老年体育工作、
在群众中有一定声望的离退休老
干部的积极性， 切实做好老年人
体育工作。 全镇 20 个村(居)都建
立了村 （居） 老年体育健身活动
站， 具体负责抓好老年体育工
作。 镇村(居)老年体协都制订了
《老年体协工作制度》、 《体育健
身活动管理制度》， 做到有章可
循。 镇党委还将老年体育工作纳
入村 （居） 年度目标考核， 极大
地调动了各村 （居） 抓好老年体
育工作的积极性。
加大投入， 促进活动健康开

展。 该镇组建了腰鼓、 健身操、
功夫扇、 羽毛球、 乒乓球、 柔力
球、 健身球、 棋牌、 文艺宣传等
10 支体育活动队伍， 充分发挥民
间艺人聪明才智， 紧扣“助老健
康、 为老添乐、 促老长寿” 主
题， 将老年体育锻炼的好处编排
成顺口溜、 三句半、 快板等文艺
节目面向群众演唱， 让大家充分
感受到体育锻炼的好处， 主动支
持家中的老年人参加体育锻炼。
目前， 全镇 20 个村(居)都组建了
各具特色的老年文体活动队伍，
大部分老人都能积极参与体育锻
炼， 促进了全镇老年体育工作的
整体推进。 针对老年体育健身人
员逐年增多的情况， 该镇及时整
合社区综合服务中心， 累计投入
30 余万元添置了体育健身器材；
投入 1200 万元， 新建了 2.6 万平
方米的市民文化广场， 为老年人
体育健康活动提供了好去处， 成
为全镇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道靓丽
风景线。
培养骨干， 确保健身活动丰
富多彩。 为了开展好体育健身活

本 报 讯 近日， 朱坝街道严排细查， 对出租房屋
存在的安全隐患进行集中整治。
该街道通过召开专题会议， 开展宣传发动， 使出
租房屋安全隐患集中整治工作家喻户晓、 人人皆知；
采取房屋出租户主动申报和地毯式排查相结合， 确保
房屋出租登记一户不漏， 做到底数清； 弄清楚每间出
租房屋内的居住人员情况， 逐一采集相关信息登记备
案， 对可疑情况第一时间核查处置； 对每个出租房屋
结构和居住人员逐一编号、 标注、 登记； 对违法租赁
的房屋进行分类， 建立台账资料并明确限期整改措施；
按照“一房一策” 的要求， 逐一制定针对性整改措施，
确保境内出租房屋安全无隐患。

黄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举办妇女疾病防治讲座
■ 吕士永

东双沟镇助力老年体育事业发展
动， 该镇采取内推外训再培养的
工作方法， 抓好活动骨干的培
养。 一方面就地取材， 充分发掘
和利用本镇热爱文化体育人才的
特长， 让他们在老年体育事业的
发展中起到骨干作用； 另一方面
安排专人到外地参加培训， 除每
年参加区老年体育健身项目培训
外， 今年上半年， 安排两人参加
省老年体协举办的体育健身教练
员培训班。 镇老年体协分会每年
都要举办 10 期以上骨干培训班。
在一大批活动骨干的带动下， 该
镇老年体育活动队伍不断壮大。
镇老年体协分会采取“集镇带农
村， 市民带农民” 的办法， 促进
了全镇老年体育工作平稳推进。
重大节庆期间， 老年体协组织健
身舞蹈、 秧歌、 腰鼓等节目深入
各村(居)巡演， 文化体育活动开
展得有声有色。 镇老年体协分会
每年举办一次全镇老年体育运动
会， 比赛项目与表演项目相结
合， 推动了老年体育健身活动广
泛深入开展。

张维宝

郭兆勇

李文忠

本 报 讯 近日，黄集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第二健
康管理团队深入辖区内的娄赵村，举办了妇女疾病防治
知识讲座。
该中心妇产科主任为妇女们讲解了常见的阴道炎、
子宫颈炎、盆腔炎、子宫肌瘤和更年期综合征等妇科疾
病，分析了产生这些疾病的原因，要求妇女们发现异常
症状时要及时检查治疗。 同时要求平常要做好预防，保
证自身卫生，合理调节劳动和休息，保持体力旺盛、精力
饱满。
讲座结束后，该中心妇科医生解答了个别妇女的健
康咨询。
据了解，该中心举办的妇女疾病防治知识健康教育
讲座将在各个村（居）中巡回进行。

8 月 30 日， 洪泽区地方海事处召开辖区航运企业
安全工作会议， 19 家航运公司负责人到会。 8 月份以
来该处已开展 3 次“地毯式” 安全大检查， 累计发现
并整改航运企业安全问题 17 项。
■ 成立静

老子山镇“三强化”抓好财税工作
■ 施官俊

严闯

本 报 讯 为促进镇域经济稳
步增长， 老子山镇围绕全年财税
工作目标任务, 集聚资源， 重点
重抓， 以“三强化” 抓好财税工
作， 全力打好财税工作攻坚战。
强化组织领导。 该镇抽调精
干力量组成财税工作领导小组,对
目标任务进行细化,落实责任,理

清思路， 形成主要领导亲自抓、
分管领导具体抓、 全体人员共同
抓的齐抓共管机制,确保今年财
税收入有大幅度增长。
强化税源培植。 始终把招商
引资作为经济工作的关键抓手，
着重抓好全镇基础财源、 骨干财
源的巩固发展和后续财源的培育
建设， 尽快形成税源点， 增强财
政发展后劲。 支持传统工业改造
提升， 鼓励优势企业做大做强，

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 不
断壮大实体经济， 全力打造镇域
经济新的增长点。
强化税源管控。 紧盯旅游、
城建、 农业、 基础设施建设等工
程项目， 与施工企业沟通联系，
确保税源不流失； 坚持依法征
税， 解决“有税必收” 问题， 做
到抓小不放大、 应收尽收,并确保
各种税收及时足额入库。

9 月 5 日， 洪泽区路政大队对 247 省道草泽湖大
桥施工段进行监管， 查看了施工现场和施工进度， 对
施工现场设置安全标志工作进行了指导。 针对 247 省
道车流量大、 通行速度快等特点， 该大队要求施工方
加强夜间施工现场的巡查， 对突发问题进行及时消除，
■ 徐杰 徐宁 崔万通
确保该路段通行畅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