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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祝世宁院士
等淮师校友回校参加分享会

风情美 乡村风貌华丽蜕变
■ 通讯员
记

者

陶 丽
余海潮
姜采蓝

盱眙县美丽乡村
建设工作于2013年启
动试点，4年来盱眙先
后投入2亿元用于农村
环境综合整治、生态红
线区域管理保护等，获
省级奖补资金超过
2000万元。 2017年美
丽乡村建设省级奖补
资金合计560万元，主
要用于该县明祖陵镇
明祖陵村和黄花塘镇
卢沟村的美丽乡村建
设，进一步提升旅游形
象，助力盱眙县全域旅
游的发展……
“盱眙美丽乡村建
设之所以频受青睐，得
益于该县依托良好的
生态优势，以美丽乡村
建设为基础，以乡村旅
游发展为依托，以农村
文化传承为引领，带来
了美丽乡村的美丽蝶
变。 ”盱眙县委书记梁
三元告诉记者。

近年来， 盱眙县根据“乡村风情、
城市品位、 各美其美、 城乡一体” 的
思路和“全县一张图、 一乡一幅画”
的要求， 将百姓意愿、 农村实际和地
域民俗文化特色融入其中， 高水平编
制和实施了全县美丽乡村建设规划。
该县按照东片、 中南、 河西三个

片区的特色风貌， 形成东片区—秦汉、
中南片区—唐宋， 河西片区—明清的
特色空间结构， 并为每个片区提供6套
民房建设户型图， 最终形成村村有特
色， 户户是景观的新农村风貌。
该县还把农村交通、 饮水、 住房
等基础设施建设作为美丽乡村建设的

基础和重点， 基本实现了“五化”， 即
道路硬化、 村容净化、 家庭美化、 四
旁绿化、 屋室亮化。
盱眙县还全面推进自然村的垃圾
处理。 目前， 该县各地农村均按照城
乡一体化处理运行机制进行农村垃圾
处理， 促进农村面貌焕然一新。

人文美 乡村文化滋润民心
近年来，盱眙在大力推进美丽乡村
建设的同时，精耕“文化沃土”，群众文
化月月有特色，季季有精彩。
盱城的花船、官滩的渔鼓、仇集的
钱杆子、桂五的十三番锣鼓、旧铺的采
茶舞……靠美丽乡村逐渐富起来的村
民，不断以乡村文化建设来增加美丽乡
村的内涵，每个乡镇都精心编排了能够
还原各具特色的农耕文化品牌。 全县20

个乡镇（街道）都有自己的“一乡一特”
品牌。
来到村里的小广场，就能欣赏民俗
演出，走进镇、村活动室，看电影、听小
品、打球、看书随心所欲。“镇有活动中
心、村有活动室”，盱眙县所有乡镇全部
建成面积500平方米以上的文广服务中
心，拥有村(居)文化活动室252个，农家
书屋256个。五年来累计送戏下乡500余

场，送电影下乡15000余场，送图书13
万余册……
文化气息浸润着每个人的生活。
“过去咱们农闲时没地方可去， 只能
看看电视或串门打打牌、 说说闲话，
现在好了，村里有了农家书屋和休闲
广场，农闲时日子过得充实多了。 ”穆
店乡龙王山村民张大光道出了大多
数村民的心声。

产业美 乡村旅游蓬勃发展
走进天泉小镇，整排的农家乐掩映
在湖光山色中。 在风光如画的村落里，
许多慕名而来的游客， 或品农家饭，或
在农家客栈小憩， 或漫步在村间小道，
尽情享受世外桃源般的农家生活。
盱眙新华村青山环绕山水相依。 按
照
“宜居、宜业、宜游、宜人”的中国特色
村标准，该社区已然形成了高效农业种
植、特种养殖、休闲观光业的“一业特

强、多业并举”产业特色。 如今，新华社
区农民人均收入已从近万元增加到现
在的1.65万元。
把风景变成产业，把美丽转化成生
产力。 目前，盱眙县已经建成新华水上
淮河风光带、江苏房车露营基地垂钓区
游乐园、中澳三农乐博园、城市桃园、体
育公园、金康达奇石观光园、温泉休闲
娱乐等一系列特色高效旅游观光农业

示范区。
“今后盱眙县美丽乡村建设将走
乡村旅游创新化、全域化、特色化、精品
化发展道路， 逐步形成集高效农业种
植、生态观光、花卉苗木、果品桃梨、特
色蔬菜、葡萄酒酿造、水果自采自摘、游
玩农家乐于一体、四季皆美景的乡村旅
游新格局。 ”县长朱海波对盱眙今后的
美丽乡村发展前景充满期待。

春意盎然红岭村
■ 记者

左文东

通讯员

杨焕新

沿着淮金公路一路向南过金马高
速转个弯就到了金湖县戴楼镇红岭村
的“地盘”，入口处高大的门楼古色古
香，
“
红岭村”、
“美丽乡村”几个金色大
字熠熠生辉，宽阔的沥青马路，绿意盎
然的绿化树木，整齐的路灯像一个个
哨兵昂首站立。
几分钟就到了红岭村村部，村部
顶楼的国旗迎风招展，村党总支书记
殷如林在门口热情的迎接我们。“我
们村地处丘陵高岗，南面与安徽天长
市接壤， 有7个联组，520户，2180人
口， 村域面积8.9平方公里，2016年被
省评为美丽乡村”。 一下车殷如林就
给我们介绍道。 殷如林高高的个子，
不是很胖，脸庞黝黑。

走进村部大门，“心”字造型的笑
脸墙展示着一张张笑脸，好像迎接远
道而来的客人，笑容灿烂，如阳光般温
暖。村部周边就是村农民集中居住点，
殷如林介绍， 全村有260户搬进了小
区居住，别墅式的房屋装潢考究，欧式
经典，住的舒心，几代同堂，其乐融融。
几年前的青砖红瓦、道路泥泞、配套落
后已成为了留在老照片上的回忆。
小区门前占地1000多平方米的
游园广场是居民休闲健身的极佳的场
所，健身器材、回廊亭柱、花香鸟语构
成春季的一道风景。 小区的西侧，俯
瞰一片银白的天地，蔚为壮观，利用
650亩荒塘荒滩引资建设的20兆瓦光
伏发电太阳板在晨曦照耀下熠熠生
辉，塘面上发电，塘里养殖龙虾，
“
虾光
互补”带来了村里的收入也给农民带
来了富民的机遇。

在红岭四组有一个全生态生猪养
殖基地牧蓝牧业有限公司，这个公司
由三个年轻的大学生自由发起的，总
投资3000万元，占地120亩，是集饲料
加工、种猪培育、苗猪饲养、商品猪生
产于一体的规范化生态健康养殖与加
工企业，年出栏生猪3万多头。 而设施
蔬菜、花卉苗木等农业产业也是红红
火火、方兴未艾，全村4800亩耕地高
效农业达到60%以上。
“我镇的龙头企业金石铸锻有限
公司、铸锻产业园区等多个企业坐落
在我村，我村很多村民就在企业上班，
从家到企业也就15分钟的路程”。 殷
如林介绍。
如何抓基层党建工作，殷如林说：
“
我们按照市委提出的农村党建
‘七个
一’工程，即选人用人‘一岗多备’、工
作待遇‘
一酬多元’、产业发展
‘一地多

品’、党员管理‘一村多群’、村务监督
‘
一季多单’、阵地建设
‘一主多辅’、远
程教育
‘一站多能’来指导推动基层党
建工作”。 如今在红岭村党员带头、党
员带富已成常态。 2017年村集体经济
收入首次突破百万大关， 农民人均纯
收入达到18000多元。
可以想象：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冉冉升起的时候， 红岭村的居民三三
两两来到游园广场，或健身，或散步，
或跳起广场舞， 大家脸上漾出的是幸
福美满的笑容。

我市举办高新技术企业申报培训会
■ 记者

左文东

通讯员

王小青

本 报 讯 为贯彻落实好市委、市
政府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
“101%”服
务为指引， 扎实推进我市高新技术企
业培育和申报认定工作，近日，由市科
技局、 淮安科教产业办公室联合组织
的全市高新技术企业申报工作培训会
在淮安智慧谷成功举办。

本次培训会邀请江苏省科技厅高
新处领导以及资深财务专家现场授
课。课后，授课专家与企业家就申报中
的重难点问题现场互动交流， 旨在向
全市相关企业宣传高新技术企业申报
的政策规定和标准条件， 特别是对申
报中的重难点问题作精准提示， 从而
提高申报材料质量和申报通过率。
近年来， 市科技局高度重视高新
技术企业培育和申报认定工作， 扎实

市安监局开展调研走访活动
■ 通讯员

王军

本 报 讯 为切实做好101%服
务活动， 第一时间畅通服务渠道，
3月14日下午， 市安监局党组书记、
局长庄护林带领副局长刘洪九及相
关职能处室负责人， 赴欣乐康日化
产 业 园 （淮 安 欣 乐 康 日 化 有 限 公
司） 开展走访调研。 在认真听取了
公司项目部经理王磊对企业的基本
情况、 建设规模、 投资额、 产品产
能、 经济社会效益等介绍后， 庄护
林详细了解项目建设中遇到的困难

和问题， 对企业的发展前景给予了
肯定， 并表示全力支持该公司年产
35万吨洗涤用品项目建设， 建立沟
通机制， 及时互通信息， 帮助解决
困难矛盾， 争取项目早日建成投产，
早出效益。

开展101%优质服务打造“科技助企”
服务品牌活动，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我市高新技术企业申报工作取得优异
成绩， 全市建有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287家，年增长率居省内前列。 为了更
加做好高新技术企业申报工作， 市科
技局抓早做实， 把高新技术企业申报
工作作为今年工作的重中之重， 制定
了务实高效的推进措施。 全市科技部
门立足为企业提供全方位服务， 深入

企业面对面指导， 及时解决申报过程
中的困难和问题，充分发挥牵头作用，
协调财政、税务、安监、环保等部门共
同推进申报工作。同时，及时兑现相关
奖励政策， 对首次获批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的每家给予20万奖励，其中市财
政奖励10万元，各县区也制定出台了
一系列相关奖励政策， 极大的调动了
企业申报主动性和积极性。

市卫计委为项目实施保驾护航
■ 通讯员

卫计委

3月30日， 市卫生计
生委分管领导于龙门带领101%服
务团队到淮阴人民医院、 市区医疗
卫生资源提升工程等挂钩“三重”
项目现场开展“
101%服务” 活动。
市卫生计生委一行深入项目建
设工地， 实地察看项目的施工进度
和工程整体规划情况， 并与项目负
责人进行深入座谈， 询问目前遇到
的困难和急需协调解决的问题， 提
出了解决问题的思路及下一步工作
方向， 进一步细化项目服务计划清
本报讯

单。
在听取了淮阴人民医院新院建
设负责人情况介绍后， 于龙门表示，
市卫生计生委会每周定期跟进了解
项目进展情况， 对项目单位提出需
要帮办的问题“
马上就办”。 主动组
织专家介入大型医疗设备采购前期
考察、 论证工作， 帮助项目单位缩
短时间， 节约成本， 提高项目进度。
在市区医疗卫生资源提升工程项目
上， 重点推动保健院新院建设图纸
设计、 论证工作， 主动协调人防局、
审批局、 规划局， 做好前期准备工
作， 为建设项目顺利实施保驾护航。

■ 通讯员

陈华庆

刘仁明

本 报 讯 4月14日下午，淮阴师
范学院物理与电子电气工程学院主
题教育月“翔宇校友分享会”在校图
书馆举行。 淮师物电学院77级优秀
校友祝世宁院士、市教育局局长张元
贵及历届校周恩来班负责人等与师
生一起分享自己在淮师生活、学习的
时光，引导他们以周恩来同志为人生
楷模，勇于担当新时代使命。
祝世宁在会上表示，在时代的改
革之时，要主动适应时代，践行自力

更生，奋发图强的周恩来精神，主动
承担新时代的使命。 他说，自己从农
村到工厂再到学校，赶上的都是第一
班车，很幸运，很感激。也正是周恩来
总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少年
名言使得自己能够在物质匮乏的年
代坚持读书学习， 从少年的科学梦，
抵达科学的彼岸。
分享会上，更多的感激和祝福也
深深激励着新一代的学子们践行周
恩来精神， 积极学习， 砥砺前行，为
“中华之崛起”而奋斗。

我市组织开展
省苏北科技专项中期检查
■ 记

者
通讯员

左文东
林 静

本 报 讯 受省科技厅委托，近
日，我市邀请南京农业大学、南京林
业大学和国信会计师师事务所的有
关专家组成专家组， 对我市2017年
度承担的省苏北科技专项 （富民强
县）项目进行中期检查。
据悉，此次检查共26个项目，涉

及淮阴区、淮安区、洪泽区、涟水县、
金湖县和盱眙县等6个县区。 专家组
逐一到各项目承担单位，对照项目合
同，通过实地检查、听取项目实施情
况汇报、查看台账资料等方式，对项
目资金到位及使用情况以及项目执
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等方面进行了
检查。 通过检查，这批项目总体实施
情况较好。市科技局将依据专家检查
情况反馈，向省科技厅作书面报告。

清江浦法院促进
“
告官能见官”
■ 通讯员

陈雅芹

本 报 讯 近年来清江浦区人民
法院建立四项制度， 让行政案件中
“告官能见官”。
的原告方
一是登记备案制度， 对本区内
作为被告的行政机关， 专门统一登
记， 及时将案件情况报区政法委及
区政府法制办备案， 便于跟踪了解
案情。 二是出庭督促制度，对涉诉的
行政机关， 法院在开庭前以书面通
知的形式， 向应诉的行政机关送达
行政负责人出庭建议函， 并通知区
政法委、区政府法制办进行督促。 三
是定期通报制度，与区政法委、区政
府法制办定期通报本区行政机关行

政负责人出庭应诉情况及行政机关
败诉情况， 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司法
建议，帮助行政机关完善执法措施。
四是联席会议制度， 定期召开联席
会议， 对前阶段行政机关负责人出
庭情况、案件存在的问题、行政机关
败诉原因等交换意见。

淮阴城管助力国家卫生城市复审
■ 通讯员

黄蓓蕾

本报讯 近日，淮阴区城管局购
置3台环卫专项作业车助力国家卫
生城市复审，包括2台洗扫车、1台雾
炮车，总投资220万元。
据悉，该局目前拥有道路清扫、

除尘、洒水、高压冲洗、喷雾抑尘、护
栏清洗等机械化清扫车辆已达到33
台，勾臂车、吸污车、压缩车等垃圾运
输车辆67台，在城市环境治理、缓解
雾霾和除污、降尘等方面发挥了重要
的作用。

清枫花苑东区（原清河区安置房七期）F8#、G4＃、E1# 楼工程行政许可
变更批前公示
淮安清河新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建设的清枫花苑东区（清河区安置房七
期），项目位于珠海路南侧，福州路东侧。 现该公司向我局申请清枫花苑东区
F8＃、G4# 住宅楼、E1＃ 商住楼工程行政许可变更。 具体变更内容： 将 F8#
住宅楼一、二层社区办公用房（建筑面积 785 平方米）和 G4＃ 住宅褛西单元
一层社区办公用房（建筑面积 82.9 平方米）变更为住宅，面积共计 867.9 平方
米，E1＃ 商住楼的一、二层商业用房变更为社区办公用房，面积共计 909.56
平方米。 变更后，社区办公用房面积增加 41.66 平方米，满足相关规定（具体
详见附图）。 现通过《淮安日报》、淮安市规划局网站及项目现场对该变更进行
批前公示。 公示时间为 2018 年 4 月 17 日至 2018 年 4 月 28 日，如对变更内
容有异议或好的建议，请于 2018 年 4 月 28 日前以书面形式反馈至我局规划
直属分局，或者向淮安市规划局法规处提出听证申请。
市规划局直属分局联系人：王锦志 姚国防
联系电话：0517-89226536
联系地址：淮安市清河新区广州路 8 号新区管委会 3 楼 315 室
市规划局法规处联系人：缪源
联系电话：0517-83660127
市规划局网站：http://ghj.huaian.gov.cn
淮安市规划局
2018 年 4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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