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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支撑 能人带头

我市拓展妇女创业就业机会
巾帼示范基地，彰显致富大格局
针对很多女性有创业想法却缺乏
榜样和勇气的实际情况， 大力实施创
客明星“
1+1”项目，将种植、养殖、商
贸经营、电商、家政、餐饮等各行各业
中的优秀项目评选为创业基地， 将项
目负责人培育为创客明星， 安排创客
明星深入高校、社区分享创业故事，开

■ 记者 宋莹莹

市妇联充分发
挥女能人和女带头
人在致富、 帮富、带
富方面的独特作用，
创 新 建 立 “妇 联+女
能 人+项 目+妇 女 ”
发展模式，通过成立
各种形式的互助组、
合作社，吸纳妇女就
业。 近年来，全市成
功创建省级以上巾
帼 示 范 基 地 137 个 ，
打造了绿源辣椒、宏
伟牧业、林帝食品等
一大批种养加农产
品品牌，带动近 10 万
名妇女就近就地就
业。

展创业辅导， 动员更多女性投身创业
行动。 美之尚服饰公司负责人朱峰茹
2000元起家在汇通市场从事内衣、家
居服销售， 经过多年努力， 现已拥有
100多个门店并实现网上销售。在社区
分享时， 她主动为想开店又怕失败的
女性免费供货，让她们进行试销售，卖

不掉可以直接退货， 解除她们的后顾
之忧。 她还利用自己的平台，帮助有创
业想法的女性在手机上开网店、微店。
在她的帮助下有15名女性拥有了自己
的店铺，成功实现创业。

陪读妈妈小工厂，托起致富大希望
随着家长对孩子教育的日益重
视，
“
陪读妈妈” 正成为一个越来越庞
大的群体，如何让“陪读妈妈”既能照
顾好孩子， 又能找份工作减轻家庭开
支，是一个急需解决的社会问题。 市妇
联以项目建设为依托，乐当“牵线人”，

对接企业需求，让“陪读妈妈”务工教
育两不误， 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 位于洪泽湖实验小学幼儿
园旁的淮安英普瑞斯精工有限公司是
一家专门为陪读家长创立的企业，在
全市企业中率先探索陪读与就业相结

合的经营模式， 让陪读妈妈在伴读的
同时实现灵活就业，减轻家庭负担，实
现增收致富。公司现有的110名员工均
为陪读妈妈及留守妇女， 平均月收入
2000元左右，真正实现了陪读与就业
两不误。

来料加工小支点，撬动致富大转盘
来料加工业门槛低，机动性大，非
常适宜妇女在家门口脱贫致富。 市妇
联对全市有从业能力的贫困妇女进行
逐乡逐村逐户统计核实， 全面掌握贫
困妇女就业能力和愿望， 通过发挥本

地服装加工、云锦织造、渔网编织、柳
编等手工产业集聚效应， 带动广大农
村妇女特别是在家照顾老人、 子女的
贫困妇女灵活就业， 为农村妇女提供
在家门口增收致富的
“
金饭碗”。 去年，

全市各地共开展以手工编织为主的来
料加工技能培训50余场次， 培训贫困
妇女1400余名，全部实现就业。

市地税局项目荣获全市
“
101%服务十大品牌”
■ 通讯员 唐爱国 纪雷
本 报 讯 近日， 市地税局房产
交易税收办理全程“不见面”服务项
目荣获全市
“101%服务十大品牌”。

市文广新局连续四次荣膺
省新闻出版依法行政示范点
■ 通讯员 史爱民
本 报 讯 近日， 省新闻出版广
电局发文， 市文广新局被命名为
2016-2018年度“全省新闻出版广
电（版权）依法行政工作示范点”荣
誉称号。
省新闻出版局于2009年在全省
新闻出版系统开展首批新闻出版

给内环高架桥“
起名”
本 报 讯 为满足内环高架工程
建设完成后道路指引信息需要，体
现淮安的历史人文气息、 区域地理
特色，日前，市快速办邀请沿线区政
府、规划局、市地名办分管负责人和
文史专家， 就内环高架工程各路段

我市加快构筑教育人才高地
■ 记者 左文东 通讯员 臧沿军

本报讯 近年来， 市教育系统围
绕打造“学在淮安”品牌目标，坚持
“人
才强教”思路，大力内培外引，加快构
筑教育人才高地， 教师队伍建设取得
明显成效。
工作机制加快完善。制定出台《关

于进一步加强全市基础教育高层次人
才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 等一系列政
策文件，突破行政区划界限，统筹使用
教师编制， 久受困扰的教师编制结构
性失衡问题逐步破解。 设立专项资金
激励优秀教师成长， 尊师重教逐步成
为全社会的普遍共识与自觉行动。
名师队伍发展壮大。 首批32个特
级教师工作室挂牌运行， 实施中青年

业务流转智能化

优秀校（园）长培育工程、“十百千万”
名师建设项目， 形成完善的教师四级
发展梯队。 与三年前相比，全市
“江苏
人民教育家培养工程”培养对象、省特
级教师、 中小学正高级教师分别增长
37.5% 、20.9% 和 92.6% 。 市 第 二 期
“
533英才工程”培养对象中，教育人
才占比达41.03%，教育人才高地集聚
效应逐步彰显。

远程互动可视化

发展态势日趋喜人。 我市教育现
代化监测得分增幅跃居全省首位，高
考二本以上录取率连续多年保持较高
水平， 职教创新创业大赛成绩全省领
先， 获评全省唯一的全国未成年人思
想道德建设先进城市， 淮师一附小在
全国“一师一优课”活动中排名全国首
三连冠”。
位并蝉联全省“

本报讯 清江浦区创新网格化社
会治理机制做法，积极探索党组织、业
主、物管、业主委员会四方共治的小区
治理新模式，截至2017年11月，有71
个小区基本达到“
自我管理、自我解决
矛盾、自我收支平衡”。
业务流转智能化。 对原有的省综
治信息系统进行升级， 建成清江浦区

网格化社会治理信息系统，新增16个
子系统；将原“综治E通”升级为“全要
素网格通”手机终端，功能由原来的5
大模块拓展为33个子模块。 强化分析
研判，督查督办，互联互通，打破部门
壁垒，实现与信访、城管、公安、司法、
卫计、民政等38个职能部门信息系统
资源共享共用。
远程互动可视化。高效推进区、乡
镇(街道)、村(社区)三级视联网全覆盖
工程， 在市区两级综治中心架设视频

阵地建设规范化

2017年度“淮上英才计划”
创新创业领军人才（团队）拟资助人选公示
根据《关于组织实施淮安市第
二期“淮上英才计划”的意见》（淮
人才〔2016〕7号）相关要求，市人才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经过组织申
报、初审推荐、资格审查 、 专 家 评
审、现场查看、集体研究等程序，遴
选出2017年度拟资助“淮上英才计
划”创新领军人才32名、创业领军
人才15名、青年创客4名、乡土人才
9名，创业团队3个、创新团队3个，

现予以公示。 详细情况请登录淮安
党 建 网（http://zzb.huaian.gov.
cn/）查询。
如对公示对象有异议， 请于
2018年1月17日下午5:30前向市人
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反映。
联系电话：83606835， 邮箱：
hasrcb@126.com。
淮安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8 年 1 月 12 日

监控探头， 督促提升窗口工作服务水
平。强化矛盾调处化解，引导上访群众
在乡镇(街道)、村(社区)通过视联系
统，反映合理诉求，职能部门和相关领
导在市区定点接访， 确保小事不出村
(社区)、一般事不出乡镇(街道)、大事
不出区，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
阵地建设规范化。 在区、乡镇(街
道)、村(社区)综治中心设立“网格化服
务治理中心”，区级精心打造信访接待
中心和网格化联动指挥中心， 按照前

台受理、后台处理、一次登记、集中服
务、集中调处的模式，为来访群众提供
“一站式”受理诉求、“一条龙”处置问
题的便捷服务。 街道整合现有办公资
源，成立专门的社会治理联动办公室，
重点做好网格排查上报事件的流转和
网格工作考核考评工作。 社区设立完
善警务室、矛调室、综治办、社管办、服
务大厅、活动大厅等，做好便民服务工
作。

2017年度
“
淮上英才计划”
创新创业急需人才拟资助人选公示
根据《关于组织实施淮安市第二
期“淮上英才计划”的意见》（淮人才
〔2016〕7号）相关要求，市人才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经过组织申报、初审
推荐、资格审查、集体研究等程序，遴
选出2017年度拟资助“淮上英才计
划”创新创业急需人才57名，现予以
公示。 详细情况请登录淮安党建网
（http://zzb.huaian.gov.cn/）查询。
如对公示对象有异议， 请于

高架桥及立交枢纽的命名进行讨
论，并形成初步意见，市快速办将把
初步意见报职能部门“
命名”。
我市内环高架全长45.619公里，
由“一环、两射、一联”组成，沿黄河
路、西安路、延安路、迎宾大道、宁连
路和省道237等6条道路布设， 共设
置6个大型互通。

淮阴区超额完成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任务
■ 通讯员 范茂林 何辽钢
本 报 讯 淮阴区结合产业特
色，加大培训力度，全区去年共完成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12190人，新增新
型职业农民培育度达8.2%， 超额完
成培训任务。

淮阴区近年来通过政府主导、
部门协作、统筹安排、产业带动等培
训机制，整合全区教育培训资源，按
照每人200元的标准筹措资金，用于
开展农民职业技能地方培训各项支
出， 为推进农民职业化以及农民致
富作出了贡献。

市质监局党员干部赴刘老庄
重温入党誓词
■ 通讯员 卜旻 记者 孔雪
本 报 讯 市质监局日前组织机
关党支部、稽查党支部、情报所党支
部党员， 前往淮阴区刘老庄烈士陵
园缅怀革命先烈，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重温入党誓词活动。
该局党员干部纷纷表示， 要珍
惜革命先烈用热血换来的安定生
活，立足岗位不辱使命，创先争优书
写辉煌， 为我市质监事业发展做出
更大的贡献。

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

权威答疑

清江浦区创新网格化社会治理模式
■ 记者 张小燕 通讯员 潘晓洁

（版权）依法行政示范点创建命名活
动，创建申报两年一次，今年是第四
次举办该项活动， 市文广新局连续
四次获得此项荣誉称号。 市文广新
局建立健全依法行政工作规范，认
真组织开展依法行政督促检查，不
断探索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新思路，
依法行政工作受到上级领导的充分
肯定。

市快速办着手
■ 记者 张小燕 通讯员 龚健

由江苏省文化厅、 南京市话剧团
精心打造的大型情景朗诵剧 《一代楷
模，你是这样的人》日前在淮安人民大
会堂上演， 该剧用诗歌朗诵等形式颂
扬一代伟人周恩来的革命精神和丰功
伟绩，引起了观众的强烈共鸣。
■ 通讯员 吴杨

该品牌项目在全省率先应用，
“刷脸识别”让身份验证“不见面”，
“多方联网”让资料审核“不见面”，
“直接入库”让税款缴纳“不见面”，
“
网上反馈”让税票传递“不见面”。

2018年1月17日下午5:30前向市人
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反映。
联 系 电 话 ：83606835， 邮 箱 ：
hasrcb@126.com。
淮安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8 年 1 月 12 日

之二：
问：如 何 认 识 监 察 委 员 会 的 机
构性质及设立要求？
答： 国家监察本质上属于党和

国家的自我监督，不同于其他形式
的外部监督。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
确立中国特色监察体系的创制之
举。 明确监察委员会实质上就是反
腐败工作机构， 和纪委合署办公，
代表党和国家行使监督权，是政治
机关，不是行政机关、司法机关。
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在全国各地开展国家
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 （草案）》
有关精神，试点地区监察委员会由
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 地方各级
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根据全
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依照法定程
序产生监察委员会，无需再对设立
监察委员会单独做出决定。
我市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试点工作启动以来，市委、市纪委
坚决贯彻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以
高度的政治自觉和强烈的责任担
当，扎实推进改革试点工作。 1月3
日，淮安市洪泽区监察委员会挂牌
成立，成为我省首家成立的县级监
察委员会。 1月9日，淮安市八届人
大二次会议选举出市监察委员会
主任。 同日，八届人大常务委员会
第十次会议表决任命市监察委员
会副主任和委员。 目前，我市市、县
两级监察委员会已经全部组建到
位。 新成立的市监察委员会与市纪
委合署办公， 增设三个纪检监察
室，使工作力量进一步向主责主业
聚焦。 同时，积极促进纪法衔接，实
现人员、 工作和机制磨合融合，构
建集中统一、 权威高效的监察体
系，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
展，为全市奋力谱写新时代崛起江
淮精彩篇章提供有力保证。

王纯高同志逝世
中共党员、原淮阴市人大常委会财经委主任王纯高，因病医治无
效，于2018年1月11日逝世，享年96岁。
王纯高同志系江苏淮安人，1923年2月出生，1943年5月参加革
命，1986年3月离休，享受地市级政治、生活待遇，享受副省级医疗待
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