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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守生态底线 严控金融风险 严抓食品安全

淮阴“三严”筑牢高质量发展安全防线
■ 通讯员 桑绍淮 颜
记

者 周

嫣 祁

正

生态治理组合拳护航
绿色发展

洋

夏收时节， 淮阴区凌桥乡毛湖村
一望无际的麦田里， 一台台加装了秸
秆粉碎机的收割机将秸秆打碎， 就地
还田变肥料。
把秸秆“两禁一用” 作为大气
污染防治的重点， 体现了淮阴区守
护生态底线之“严” —生态环境
——
正是淮 阴 区 风 险 防 控 的 重 点 领 域 。
近年来， 该区以改革创新思维严守
生态底线， 严控金融风险， 严抓食
品安全， 着力为高质量发展划定
“安全线”。
“要进一步聚焦‘六个高质量’
的内涵和要求， 坚持问题导向， 抢
抓各类机遇， 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注
入不竭 动 力 。 ” 淮 阴 区 委 书 记 刘 泽
宇说。

今年1月， 淮阴区被国家环保部
正式命名为国家生态区。 与之相应的
是，全区创成国家级生态乡镇20个、省
级生态乡镇1个、国家级生态村3个、省
级生态村10个， 被环保部专家评价为
全市国家生态区创建工作的标杆。
这一殊荣源于淮阴区对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的坚守与践行。 近年来，
淮阴区引进了一大批重大项目， 推动
经济社会发展保持强劲态势， 但也给
生态环境带来了一定压力。对此，该区
打出生态治理组合拳， 为绿色发展保
驾护航。
“
我们联合环保、 城管、 交通、国
土、公安、水利、海事等部门，构建了系
统完整的生态环境风险体系”，该区分
管负责人介绍说，目前，该区已开展了

包含生态红线区域保护工程、 农村环
境提升整治工程、黑臭河流整治工程、
农村污水治理工程、 加覆盖拉网环境
整治工程等“
十大工程”，实施了
“绿盾
2018” 自然保护区监督检查、“
263”、
固体废物检查、 环境执法等多个专项
行动，水、气、固废等重点领域风险防
范全面加强。
在渔沟镇， 300余年历史的古圩
河整治工程彰显了生态治理组合拳的
新成效。 “以前又黑又臭的污水河，
现在变成了水清岸绿的风光带。” 渔
沟镇党委书记胡娟娟说， 镇里投入
800万元实施清淤疏浚， 建成了直立
式护岸、 截污管网、 翻水站、 节制
闸、 古亭廊道， 安装了仿古护栏、 庭

院灯， 铺设了健身步道， 成为居民休
闲健身的乐园。
一手抓生态治理， 一手抓结构转
型。近年来，德淮半导体、时代芯存、骏
盛新能源等百亿项目纷纷落户淮阴，
不仅体量大、层次高，而且都是环境友
好型项目， 彰显了该区加快绿色发展
的新成效。

风险防控系统化发力
金融安全
“非法集资是违法犯罪行为……
要提高警惕， 拒绝高利诱惑， 谨防受
骗，避免个人及家庭财产遭受损失。 ”
去年以来，
( 下转 A2 版 )

本 报 讯 昨日下午， 市长蔡丽
新主持召开市政府八届第24次常务
会议， 研究讨论 《关于加强和完善
城乡社区治 理 与 服 务 的 实 施 意 见》
等文件， 听取中央环保督察“回头
看” 工作和当前安全生产工作情况
汇报。
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与服
务， 是促进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础性
工程， 是推进苏北重要中心城市建
设的内在要求。 在研究 《关于加强
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与服务的实施
意见》 后， 就 抓 紧 抓 好 这 项 工 作 ，
会议强调， 一要咬定工作目标， 全
面提升城乡社区治理法治化、 科学

化、 精细化水平和组织化程度， 确保
到2020年， 城乡社区治理体制健全
完善， 治理能力有效增强， 多元共治
体系全面形成。 二要突出工作重点，
推动城乡社区多元共治， 深入推进治
理创新， 切实加强网格化管理， 着力
抓好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和信息化平台
建设， 打造一批在全省、 全国有影响
的特色品牌， 形成一批可复制、 可推
广的淮安经验。 三要强化工作保障，
建立健全资金保障机制， 加强社区工
作者队伍建设， 为社区治理和服务提
供资金与人才支撑。
会议听取了中央环保督察“回头
看”工作情况汇报，指出要全面贯彻省
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巩固前期成果，深
入推进整改，确保不出问题。 一要保
持高度警醒。 各地各部门要克服麻痹

思想、强化底线思维、服务全省大局，
进一步提高站位、严阵以待、守土尽
责，努力交出一份上级认可、群众满
意的环保工作答卷。 二要认真解决问
题。 把办理好环境信访问题作为一项
严肃的政治任务，认真落实环境信访
问题挂账销号制度，主要领导要亲自
过问、亲自包案、亲自推动，分管领导
要深入一线、靠前指挥，确保尽快办
理到位。 三要严格落实责任。 加大对
表面整改、假装整改、敷衍整改以及
不作为、慢作为、假作为等问题的问
责力度，对作风不实、谎报瞒报虚报
整改情况的单位和人员要从严从重
处罚。
在听取当前安全生产工作情况
汇报后，会议强调，六月份是国家安
全生产月，当前正值安全生产事故多

发易发期，各单位要绷紧安全生产这
根弦，从严从紧抓好当前和下一阶段
的重点工作。 要突出抓好责任落实，
认真贯彻《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
产责任制规定》，推动各方责任落到实
处。 要扎实开展道路交通、水上交通、
危险化学品等重点领域专项整治工
作，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要
认真做好应急处置工作，进一步强化
值班值守、完善应急预案，确保一旦发
生险情就能立即进行有效处置。
会议还研究了 《关于开展工业企
业资源集约利用综合评价工作的实施
意见 （试行）》、 《淮安市政府投资工
程项目建设单位管理办法 （试行）》
等文件， 通报了政府投资工程建设项
目标后履约督查情况， 并对问题整改
提出要求。

我市上半年经济运行稳中有进
■ 通讯员 汪凯 记者 唐筱葳

本 报 讯 昨日下午，市政府召开
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市领导蔡丽
新、戚寿余、顾坤出席会议。
市长蔡丽新充分肯定了今年以来
经济发展取得的成绩。 她指出，上半
年，全市认真贯彻中央和省委省政府
决策部署，紧紧咬定年初确定的工作
目标，牢牢把握稳中求进总基调，以高
质量发展为指向，以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为主线，坚持从紧抓起、从实干起，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
蔡丽新在指出经济运行中存在的

困难和问题后， 就做好下一步工作提
出五个方面的要求。 一要处理好完成
全年目标与对标省考核新要求的关
系。要逐一对照年初市委、市政府确定
的各项目标任务，认真查找差距，对缺
口较大的指标，要加强分析研究，形成
专项工作计划。 同时要深入研究省高
质量发展考核指标体系， 提出有针对
性的工作意见、制订相应的考核办法，
特别要对标6 项 个 性 化 年 度 考 核 指
标，逐一抓攻坚、抓突破，保证不失分。
二要处理好项目建设和要素保障的关
系。面对项目建设任务重、要素制约突
出的考验，要坚持问题导向，认真落实
重大项目资源要素保障机制， 加强问

题排查， 加大保障力度， 提高谋划水
平，采取扎实有效措施，保障项目快开
工、快推进、早建成。 三要处理好深化
改革与扩大开放的关系。 认真审视当
前工作中存在的不足， 持续加大改革
创新力度，优化政务服务环境，优化产
业政策环境，优化干事创业环境，推动
优质项目加快集聚、 特色产业做大做
强。 四要处理好稳增长与优生态的关
系。 严格落实中央、省环保督察要求，
更大力度地推进治污攻坚，打好治气、
治水和治土主动仗、主攻仗，扎扎实实
改善环境质量。在坚守环保底线、生态
红线的前提下，一方面，对涉及污染风
险的企业不搞
“一刀切”
“
一停了之”的

简单化处理，区别对待，分类施策；另
一方面， 要将生态环境整治作为加快
新旧动能转换、 优化产业结构的重要
推动力，围绕生态做文章、调结构、增
优势，大力发展生态经济，构建绿色产
业发展体系， 走出一条具有淮安特色
的绿色发展新路。 五要处理好经济发
展与改善民生的关系。 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聚力实施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 保质保量完成民生十件实
事项目， 让群众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
的关怀和温暖。
会议通报了上半年全市主要指标
完成情况，相关县区和部门了交流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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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设立
“
中国农民丰收节”
据 新 华 社 北 京 6 月 21 日 电
经党中央批准、 国务院批复，自
2018年起我国将每年农历秋分设
立为
“中国农民丰收节”。
21日， 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
赋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
布会上介绍了相关情况。 韩长赋
说，“中国农民丰收节” 是第一个
在国家层面为农民设立的节日。
设立这一节日将进一步强化“三
农” 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中的重
中之重地位， 营造重农强农的浓
厚氛围， 凝聚爱农支农的强大力
量，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促进

农业农村加快发展。
韩长赋表示，设立“中国农民
丰收节”有利于提升亿万农民的荣
誉感、幸福感、获得感。通过举办一
系列具有地方特色、民族特色的农
耕文化和民俗活动， 可以丰富广大
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展示新时代
新农民的精神风貌。“
中国农民丰收
节”要组织开展亿万农民庆丰收、成
果展示晒丰收、社会各界话丰收、全
民参与享丰收、 电商促销助丰收等
各具特色的活动， 办成农业的嘉年
华、农民的欢乐节、丰收的成果展、
文化的大舞台。

市人大常委会视察
全市防汛防旱暨河长制工作
■ 记者 杨丹丹

市政府八届第24次常务会议召开
■ 记者 季明稳

国内统一刊号：CN32-0046

本 报 讯 昨日上午， 市人大常
委会组织对全市防汛防旱暨河长制
工作进行视察。 视察组现场察看了
清江浦区武墩二河饮用水源地、古盐
河（永济河）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工业
园区段、 洪泽样本河道花河防汛防旱
暨河长制工作， 听取了洪泽区和全市
防汛防旱暨河长制工作汇报。
视察组充分肯定了全市防汛防

旱暨河长制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希
望各级各部门要充分认清河长制、
防汛防旱工作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 强化责
任落实、大局意识，超前谋划、科学
防范、履职尽责。 要始终坚持问题导
向，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全力
推进重点区域、重点河段综合整治。
要加强组织领导，加大投入力度，坚
持常态化治理，对各种违法行为，坚
持“
零容忍”态度，出重拳严厉打击。

我市强力推进大气污染防治
■ 记者 唐筱葳 通讯员 陈乐

本报讯 今年以来，我市强力推
进大气污染防治三年行动计划，突出
PM2.5和臭氧浓度“双控双减”，让市
民白天有蓝天、晚上看星空。
严控工业污染。持续开展工业污
染源治理， 推进12个非电行业脱硫
脱硝深度治理，强化监管，确保达标
排放。 严格环境执法，实施重点工业
源监测月报告制度。
严控燃煤污染。大力推进减煤工
作，尤其是非电行业，严格按照减煤
计划落实。 开展10蒸吨/小时及以下
燃煤锅炉综合治理“回头看”工作，有

序推进21台10蒸吨/小时以上燃煤
锅炉综合治理工作。
严控机动车污染。加大老旧车辆
淘汰力度，出台与之配套的财政补贴
政策， 划定非道路移动机械禁用区
域，定期开展督查检查工作。
严控VOCS污染。 我市自加压
力， 结合平时气味扰民举报情况，自
增23家治理任务，按照确保“底数排
查到位、要求传达到位、措施落实到
位、督查检查到位”的要求，有序推进
83家重点工业企业VOCS治理。
严控扬尘污染。以快速路建设扬
尘治理为突破口，构建
“
快速办主责、
交通环保主查、住建主罚”的管理模
式，坚持
“日查日报”。

“臭水塘”变身“聚宝盆”
——
—盱眙县河桥镇黑臭水体整治纪实
■ 记者 孔雪

昨日， 记者来到盱眙县河桥镇
河桥居委会，在一片居民区内，只见
一辆挖掘机正在有序作业， 对一个
水塘进行填埋。“以前这个塘全是杂
草， 苍蝇蚊子满天飞， 尤其到了夏
天，臭味太大了，周边居民实在受不
了。 ” 河桥居委会居民陈刚告诉记
者，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周边居民。
据了解， 这里本是小区里的水
塘，七、八年无人过问，荒废成蚊蝇
漫天、杂草丛生的臭水塘。
河桥居委会党总支书记高习前
告诉记者， 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臭
水塘污染问题，市、县、镇263办公室
都高度重视， 第一时间对居委会进
行问题交办。“我们接到交办后，立
即进行研究，采取一系列措施，尽管
难度比较大，但通过几个月的努力，
目前相关整治工作已接近尾声。 ”高
习前介绍， 居委会首先清理臭水塘

周围垃圾， 并在水塘周边原有的下
水管道基础上继续铺设下水管，进
一步完善周边居民污水管网，“让居
民排放的生活废弃水有去处， 可以
有效避免二次污染水塘，此外，将塘
中臭水进行排放、清淤，还水塘水清
澈。 ”“
填平后，我们将把这块地作为
建设用地使用出租或出让， 以此增
加村集体收入。 ” 高习前说。 目前，
水塘填埋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
近年来，盱眙县以“即知即改、
立行立改”为原则，全方位查找问题
源头，紧盯整改治理成效，以“追根
溯源、责任挂包、持续跟踪”的“三步
走”战略，全力做好中央环保督察交
办的问题整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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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环境保护督察
“回头看”公告

建设中的白马湖国家湿地公园
位于白马湖南部， 规划总面积
3243.37公顷（约32.4平方公里）。

根据安排，中央第四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 进驻期
间（2018年6月5日—7月5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25—83585266，专门邮
政信箱：南京市1420邮政信箱，邮编210014。 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
每天8:00—20:00。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环境保护
督察组主要受理江苏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举报， 其他不属于
受理范围的信访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区、单位和有关部门处理。

■ 记者 管伟法 通讯员 赵研 张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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