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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指挥部
办公室部署近期创建工作
■ 记者 叶列

本报讯 昨日下午，市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指挥部办公室召开专题会
议，对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近期工作事
项进行部署安排，市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指挥部常务
副总指挥、 办公室主任周毅参加会
议。
就近期创建工作任务安排部署，
周毅指出，指挥部办公室在全市整个
创建工作指挥体系中居于中枢地位，
希望办公室全体成员迅速实现角色
转换，强化使命担当，发挥能动作用，

找准工作定位，确保不辱使命。 要全
面领会上级和我市对创建工作的部
署要求， 加强创建业务知识学习，全
面理解和掌握创建工作方法、 路径和
步骤，练就过硬本领。 要各司其职，建
章立制，密切配合，进一步建立健全工
作运行机制，保持高效运转。要甘于奉
献、遵守纪律，树立形象，不断加强自
身建设，全身心投入创建工作之中。

市政协督办加快洪泽湖
生态经济区建设重点提案
■ 记者 张小燕

本报讯 昨日下午，市政协对全
力加快洪泽湖生态经济区建设重点
提案进行现场调研督办。
提案委一行先后来到洪泽湖医
养融合体和华强方特项目现场，调研

项目进展情况。 近年来，洪泽区以核
心区为依托，积极向周边拓展，华强
方特主题乐园、医养融合体等重大项
目顺利落户， 岔河王骆殿岛等60个
文旅项目全面实施， 完成投入92亿
元，洪泽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工作初步
呈现出示范带动、面上联动、质效同
升的良好格局。

市商务局开展
单用途商业预付卡专项检查
■ 通讯员 宗雅君 记者 季明稳

本 报 讯 市商务局近日组织开
展单用途商业预付卡专项检查，检查
企业50家次，送达责令整改通知书3
份，督促1家发卡企业依法依规履行

备案手续。
本次检查重点检查了发卡企业
“实名登记、限额发行、非现金购卡”
等三项制度落实和预付卡的发行、受
理、服务、资金存管等情况，进一步规
范了我市单用途商业预付卡市场经
营秩序，保障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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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投入 善治理 强管护 创景观

洪泽推进特色样本河道建设
■记

者 黄育举
通讯员 龚建军 齐文文

本报讯 洪泽区着力打造一批河
长制样本河道，促进水生态文明建设，
还老百姓
“绿水青山”。
吸引多方资本投入， 再创河道治
理建设新高潮。 该区2014年10月开始
对区内重要河道综合治理进行可行性
研究，2016年4月获得中央环保资金

支持后， 立即着手开展白马湖上游9
条中小河流生态修复和综合整治工程
建设。 2018年我市重点打造100条样
本河道，涉及该区12条，包含了境内
的全部重要河道。 目前，大寨河、大荡
河等7条河 道 已 通 过 验 收 或 基 本 完
工，5条正在实施中，预计2019年底前
全部完成。 全区12条样本河道建设总
投入达15亿元。
采取活水截污举措， 打造河畅水
清岸绿新景观。 该区按照生态样本河

线上互动

道建设标准要求，实施河道综合整治，
建设控源截污项目，清理河道淤泥、实
施引水活水工程， 努力打造“互联互
通、引排顺畅、断面达标、岸坡平整、功
能良好”的
“五有”现代河网水系。该区
将样本河道打造成具有特色的“景观
之河”，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
强化治理管护并重， 建立样本河
道运行新典范。 该区坚持
“
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问题导向、因地制宜，依法
推进、长效管护”的原则，积极探索河长

制与
“
五位一体”管护相融合的新机制，
统筹河湖功能调理、资源管理和生态环
境治理，初步打造出具有洪泽特色的治
水机制升级版。 对河道保洁等常规问
题，直接由
“
五位一体”管护人员督促整
改，对河道沿线违章种植、违章建筑、河
道范围内污染源等问题，及时通知相关
河长、单位开展整改，对于涉及多部门、
多乡镇的重大问题，联合提请区总河长
协调处理，形成巡、护一体化长效机制，
全面提升巡查实际效果。

线下研讨

知行研习社掀起解放思想大讨论热潮
■ 记者 何渊

本报讯 “
思想大解放、发展高质
量。 明天解放思想大讨论将在知行研
习社举行。 ”5月9日晚，当组织者将讨
论通知发布后， 淮安首个党干群共学
社群知行研习社的微信群便引来大家
的积极回应。
除了微信线上互动， 线下的讨论
也非常热烈。 5月10日晚7点，通过不
同渠道报名的市民准时来到知行研习

社参加讲座和讨论， 他们中既有大学
老师、机关工作人员，也有社区工作人
员。组织者告诉记者，微信上发布开课
通知、朋友圈传播、扫码报名……网络
平台成为该社群集聚学员的重要载
体， 这样的人员构成让课堂更类似于
一个自发的
“
学习小组”。
72岁的老党员杨立华深有体会
说，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我们可
以看到， 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思想解
放的过程。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们老
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 这也正说明解

放思想的重要性。我相信，伴随着解放
思想大讨论的深入， 我们的日子也会
过得更好。
淮安创业大学副校长尹磊告诉记
者，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解放思想在一
定程度而言就是转变思想的过程。 创
业工作中的“创”字，本身就要求我们
必须打破固步自封、墨守成规的思想，
不断接受新事物、新思想、新理念。
柳树湾街道朝阳社区党委书记卜
红兵说， 解放思想要求我们更加善于
学习思考，不断更新知识储备，持续拓

展宏观视野， 用创新的思路解决好工
作中遇到的问题， 用改革的办法推动
发展质量的全面提升。

市园林局推进飘絮防治
■ 记者 陈金鑫 通讯员 孙晨鸣

本 报 讯 记者从2018年度淮安
市飘絮治理暨植保技术论坛上获悉，
通过近年的大力治理，今年法桐和杨
树的飘絮相比往年均有所减少。
据介绍，为了应对飘絮，市园林

立足民生

局连续两年对市区范围的两千多棵
法桐采用修剪和喷洒调节剂的方法
进行治理，对杨树也采用了类似的治
理方法。根据南京农业大学相关团队
统计，经过治理后的淮海东路、淮海
西路、漕运西路、承德南路等区域的
法桐飘絮减少了50%-60%。

奋力攻坚

昨日， 梦之蓝手工班公益
汇·淮安区公益研究院成立。“梦
之蓝公益研究院”由洋河股份联
合淮安区经销商及淮安区各界
爱心人士成立，旨在持续推进公
益战略，为淮安区公益事业奉献
爱心。

梁岔实施十大重点工程
■ 通讯员 丁元中

本报讯 今年以来，涟水县梁岔
镇以实施新一轮“十大重点工程”为
抓手， 全力推动重点中心镇建设，打
响梁岔振兴攻坚战。
该镇实施的“十大重点工程”拟

投入资金九千余万元，既有改善交通
环境、提升集镇功能的主道路、工业
区提档升级工程，又有群众反映强烈
的环境综合整治、下水道、公厕改造
等工程。 同时，大力实施高标准农田
建设、整村推进、旱改水等民生工程，
基本实现民生项目全覆盖。 目前，各
项工程正挂图作战，有序推进。

■ 记者 谭鑫

长园和鹰:专利助企越重洋

公 告
沈纪瑞，男，原系本公司销售人员，沈纪瑞于 2018 年 3 月 7 日起，未
履行请假手续，自行离厂至今。 本公司现向你发出公告，希望你在公告之
日起 7 日内到江苏今世缘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说明情况，逾期
不报到或无正当理由，公司将按照旷工解除与你签订的劳动合同。
特此公告
江苏今世缘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5 月 17 日

( 上 接 A1 版 ) 而且解决对工人技术要
求高的瓶颈问题。 “
我们公司新研发
的模板缝纫机， 可以大幅提高缝制质
量。 每台在国际市场上销售价格达到
7000美元以上。” 谈及公司研发的新
品和销售行情， 周健康颇为自信。
服装智能吊挂部件是长园和鹰系
列产品之一， 目前长园和鹰生产的数
控裁剪机、 3D试衣系统等系列产品

整合了全球国际一流技术， 长园和鹰
在全球数控裁剪设备行业市场占有率
达80%以上， 连续9年市场占有率第
一。
长园和鹰智能设备有限公司是深
圳长园集团控股子公司， 在集团智能
工厂模块， 承担缝制智能工厂建设，
2016年5月落户金湖经济开发区。 长
园和鹰智能设备有限公司通过12年

的发展， 已经成为全球领先的集缝
前、 缝中、 缝后整个服装工艺产品线
的全面解决方案服务商。 目前， 公司
已完成三维人体测量、 3D试衣系统、
CAD排料软件、 数控裁剪机、 定寸
裁断机、 标签机、 智能吊挂系统、 智
能仓储系统等系列产品的全面整合，
在日本、 德国、 美国、 巴西等国家设
立了海外分支机构， 产品销售到全球

100多个国家与地区， 广泛应用于服
装、 箱包、 鞋帽、 汽车内饰、 航空航
天、 家居、 无纺布等行业。 公司共有
专利149项、 软件著作权22项、 登记
的软件产品67项， 是国内少数具有
完整知识产权并成功实现产业化的数
控裁剪系统供应商， 也是全球三大裁
剪设备专业制造商之一。

喜迎 2018 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暨淮安市第三十届科普宣传周
淮安市科协
科普嘉年华主场活动

市全民科学素质工作
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专题活动

时 间 地 点 ：2018 年 5 月 19 日
（周六）上午 9:00 ，市区大运河广场
首届淮安市青年科技奖颁奖；
发布市第三十届科普周活动
项 目 暨 “文 明 创 建 、科 普 同 行 ”微 信
有奖答题活动上线；
发布科普一日游活动线路；
第一展区——
—智能时代。 通过

市教育局：展示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
市旅游局：文明旅游成果展示，发布“科普一日游”
线路。
市科技局：科技政策咨询，开展知识产权保护宣传
活动。
市文广新局：开展文化科普宣传咨询服务，展示文
化淮安建设成果和一站式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
市质监局：开展质量监督咨询服务，电梯安全宣传、
标准公共信息服务宣传、絮用纤维识别知识宣传。
市食药监局：开展食品药品安全知识咨询服务，科
学染发知识宣传。
市环保局：开展环保知识宣传。
市民防局：开展民防知识宣传。
市地震局：开展防震减灾知识宣传。
市卫计委：开展健康卫生科普宣传。
市经信委：开展《食盐专营办法》及盐业违法典型案
例宣传。
市农委：开展农业科普成果宣传。
市住建局：“保护身边生物多样性我行动” 广场宣
传。
市农科院：猪 - 沼 - 果循环农业展示。

机器人、航模展示互动，让市民体
验高端智能技术。
第二展区——
—科普互动。 搭建
一系列以科技知识、科学原理为节点
的互动体验产品。
第三展区——
—健康生活。 现场
为市民提供健康服务，让参与者及
时、科学地了解个人健康状况。
第四展区——
—科普咨询。 现场
为市民提供相关行业科普咨询、志
愿服务，发放相关科普图书。

各县区分会场活动
清江浦区科协：

科学幻想绘画大赛。
清江浦区车模比赛。
淮安区科协：

科普说唱文艺演出活动。
全民科学素质知识竞赛。
淮阴区科协：

冠心病健康生活宣传。
“小小牙医”公益活动。
洪泽区科协：

合理营养从我做起讲座。
科普宣传周广场科普咨询。
涟水县科协：

第五届纸飞机大赛。
公民科学知识竞赛。
盱眙县科协：

市中小学科技（航空）模型比赛。
稻虾养殖基地科普体验活动。
金湖县科协：

《金湖科普报》科普共建活动。
科普电影巡映活动。

市科协所属学术团体专项活动
市计算机学会：人工智能与网络安全讲座。
市预防医学会：“世界无烟日”宣传。
市电子学会：无线传感器网络与物联网应用
技术讲座。
市康复医学会：关爱儿童健康科普知识讲座。
市科技情报学会：中小学生 3D 打印体检活
动。
市气象学会：气象行业职业技能竞赛。
市药学会：药学科普知识进校园。
市抗癌协会：Watson 智能肿瘤诊疗系统义诊
活动。
市癌友康复协会：癌友康复进社区。
市航空运动协会：“
驾驭未来”全国青年车辆
模型教育竞赛活动。
市机器人学会：青少年趣味机器人
“大手牵小
手”科普行。
市水产学会：水产养殖规范用药科普宣传。
市水利学会：水利法治科普宣传活动。
市图书馆学会：翔宇讲坛——
—军事系列讲座。
市现代物流学会：运用现代物流技术提升我
市末端快递配送能力科普活动。
市中医药健康产业发展学会：
“中医技术 儿
推必行”——
—亲子健康之旅。

市体育科学学会：国民体质健康测试。
市心理咨询师协会：市民心理健康知识公益
讲座。
市交通工程学会：人工智能及专利申请科普
讲座。
淮阴师范学院科协：“普科学知识，塑时代青
年”大学生科学知识普及活动。
特别鸣谢：

江苏华明科教设备有限公司
江苏正诚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更多科普资讯欢迎关注科普淮安微信公众号

淮安市科协

2018 年 5 月 1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