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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市场

我市全民健康
素养提升工程启动
■ 记者 孔雪 通讯员 方严

昨日下午，我市举行全
民健康素养提升工程暨健康生活方
式进社区活动启动仪式，中国工程院
院士、 中华预防医学会会长王陇德，
市政协副主席仲波、 孙晓阳参加活
动。
本报讯

启动仪式后，王陇德以“健康中
国 从我做起”为题作专题报告。王陇
德还先后实地考察了淮安市第一人
民医院、淮阴区王营镇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正生集团淮安营养与健康管理
服务中心等，对淮安医院改革、分级
诊疗、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等给予高度
评价。

市政协调研督办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提案
■ 记者 高尚杰

昨日，市政协组织开
展全国文明城市创建重点提案现
场调研督办活动，先后实地走访督
查中天优诗美地小区、丰登路农贸
市场、淮安汽车南站等地，了解文
明城市创建工作开展情况。
实地督查后，市政协与市政府
相关部门召开会议指出，文明城市
创建要坚持以“发动群众、依靠群
本报讯

众、提升群众”为着力点，加强组织
领导，构建创建体系，做好宣传发
动工作，精准发力，健全推进机制，
大力实施“政务环境提升、生活环
境提质、人文环境升级”等十大重
点工程，重点推进“
交通秩序整治、
城市环境卫生整治、市政设施建设
维护”等七大专项行动，落实责任，
做好追责， 建立长效管理体制，全
面推动创建工作以前所未有的力
度融入全市发展大局、落到工作实
处、走进百姓生活。

我市推进市容环境
交通秩序整治工作
■ 通讯员 王峰 叶婷

本 报 讯 7月10日，我市召开
专题会议，对市容环境和交通秩序
整治工作进行推进部署。
会议要求，细化目标，实化任
务，硬化措施，各部门要有实实在

在的工作方案；突出重点，聚焦和
解决突出的难点问题；加大宣传动
员力度，实现市、区联动，让百姓切
身感受到创建氛围； 强化组织，成
立专门部门， 安排专人统筹协调、
交办、督办创建工作，各部门要挂
图作战、常态化督查，坚持日交办、
周通报、月考评机制。

我市推进建设工地
扬尘管控工作
■ 记者 宋莹莹

本报讯 昨日，我市召开全市
建设工地扬尘管控现场推进会，就
做好下一阶段扬尘治理工作提出
要求。
会议指出， 做好工地扬尘治
理， 是打赢蓝天保卫战的重中之
重，各地各部门一定要把这项工作
摆到当前突出位置，抓严抓实抓出
成效，工作要做到“五个坚持”：坚
持全覆盖，开展全员大会战；坚持
高标准， 坚决杜绝虚假和敷衍整
改；坚持强机制，全力攻坚关键部

位和难点；坚持促长效，推进扬尘
治理群防群控；坚持严问责，落实
主体责任和监管责任。
据悉，我市现有建筑工地403
个，其中在建工地389个。 今年以
来， 各地各部门采取积极措施，全
市建筑工地扬尘污染得到有效遏
制，施工现场脏乱差现象有了很大
改观。

者 王正道
通讯员 姜金宝 施小红

本 报 讯 记者从江苏井神盐化
股份有限公司获悉，为让更多人了解
“淮盐”、品尝“淮盐”、科学使用“淮
盐”，由江苏省盐业集团主办的2018
“
我的江苏我的淮盐 我的淮盐我的
家”有奖征文活动日前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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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深入推进农业农村改革
■ 记者 陆彦平 通讯员 汪凯

本报讯 今年， 我市以完善产权
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 统筹
推进农村综合改革， 进一步激活市
场、 激活主体、 激活要素。
巩固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全
面落实中央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
延长30年的政策， 做好确权登记颁
证后续工作， 让群众吃下“定心丸”。
完善农村承包土地“三权分置” 制
度， 推进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

有序扩大互换并地、 有偿退出、 托管
经营等试点范围， 扩大股份合作、 联
耕联种等经营规模， 力争土地规模经
营集中度提高5个百分点。
深化农村土地使用制度改革。 加
快推进房地一体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
和宅基地使用权确权登记工作， 完善
农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农房盘活利用
政策， 探索宅基地所有权、 登记权、
使用权“三权分置”， 适度放活宅基
地和农房使用权。 支持集体经济组织
以出租、 联营、 入股等方式， 盘活利
用农房及宅基地， 但不得违法违规买

卖宅基地， 严禁违法建设。 结合优化
乡镇布局、 农村相对集中居住， 探索
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 “人地挂钩”
等新机制， 加快推进同一乡镇村庄建
设用地布局调整、 工矿废弃地复垦利
用， 盘活农村存量建设用地资源。
积极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
革。 全面开展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
资， 建立健全农村集体资产登记、 保
管、 使用、 处置等制度。 积极推进农
村社区股份制改革， 推动集体经营性
资产确权到户， 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
利。 完善农村产权交易市场服务功

能， 累计交易额力争突 破 60 亿 元 。
鼓励支持集体经济组织根据当地实
际， 积极探索资产租赁型、 企业股份
型、 农业开发型、 生产服务型、 联合
发展型等不同发展方式， 不断壮大村
集体经济。 加强集体资金管理， 全面
完成村级财务阳光监管改革任务， 构
建“财政所管理资金+第三方代理记
账+农经站日常监管+纪检审计监督”
的监管新模式。 统筹推进农业水价、
供销社、 农田水利工程产权制度等各
项改革， 进一步释放农业农村发展活
力。

淮安区农村综合改革成果渐显
( 上 接 A1 版 ) 针对这个情况， 该镇由
镇党委书记挂钩组建了一套班子， 镇
党委副书记汤米昌入村坐镇， 帮助制
定工作方案， 形成一系列考核机制。
汤米昌介绍， 在试点开展中， 专门聘
请三名有经验、 有责任心的年轻同志
领办农机合作社， 并将领办过程视作
考察过程， 为村两委储备年轻干部，
给马桥村级党组织输入新鲜血液。

规模化带来现代化
农业强了
来到博里镇马桥村村头， 258亩
连片桔梗长势喜人， 朵朵紫色小花焕
发勃勃生机。 博草园中草药种植家庭
农场负责人陈艾民说， 只要不出现恶
劣天气， 预计亩产能到400公斤， 每
亩毛收入一万三四没有问题。
发展特色产业是提高经济薄弱村
自我发展能力的重要举措， 是建档立
卡低收入人口增收脱贫的有效途径。
作为南京中医药大学结对帮扶对象，
马桥村充分利用学校学科优势， 把发
展中药材产业作为精准扶贫、 精准脱
贫的优势产业， 不断健全和完善农户

与产业发展的利益联结机制， 带动村
民参与产业发展， 在发展中实现增
收。 据介绍， 该基地常年用工近20
人， 不到两年时间已支付劳务费逾
20万元， 每年可为村集体稳定增收9
万元。
“
党建引领 一点五试” 工作中，
土地经营规模化为特色产业发展创造
了条件。 淮安区通过村集体组建土地
股份合作社推进土地流转入股， 发展
适度规模经营。 试点6个村共连片流
转入股土地5110亩， 由各村合作社
统一规模经营， 解决了农业规模发展
中“地” 的问题。 苏嘴镇沙吉村实施
的300亩“大棚西瓜-稻米轮作” 项
目预计2018年可为村集体增收18万
元； 车桥镇丰年村实施的占地200亩
的稻虾混养种植项目， 当年预计可为
村集体增收8.5万元。
“这里发展环境不错， 只要有条
件， 我们希望能把规模做大。” 陈艾
民表示， 镇里争取项目资金配套建设
了一座泵站， 拓宽了一条道路， 对项
目发展非常支持。 未来5年， 他计划
将规模扩大到500亩以上， 通过“医
院 （企业） +基地+农户/村集体” 等

模式， 带动周边农户参与桔梗、 丹参
等中药材种植， 预计年产值达1000
万元。

好路子铺就 “康庄道”
农民富了
“半年时间， 光集体分给我的这
个大棚就‘苦’ 了一万两三千块钱，
这日子有奔头了！” 收瓜藤、 翻地、
碎土， 在苏嘴镇沙吉村瓜稻轮作基地
一个大棚内， 低收入户吉荣成独自忙
碌着， 脸上笑开了花。
村支书于洪军介绍， 沙吉村产业
扶贫瓜稻轮作项目是在村集体领办土
地股份合作社基础上， 由同样是村集
体领办的猛劲蔬菜合作社实施， 在全
部吸收28个低收入户种植务工的同
时， 采取“一帮四免” 的办法， 将
58亩地划分给低收入户种植， 依托
帮扶单位市农科院技术支持， 由党员
干部领办帮助种植， 免苗木、 免育
种、 免租金、 免销售， 计划用三年时
间扶助低收入户永久脱贫。 据了解，
仅靠着就近务工， 这批低收入户人均
年增收6000元左右。

于洪军说的永久脱贫在吉荣成身
上得到印证。 吉荣成告诉记者， 有技
术员手把手教， 再有两年就能把种瓜
手艺学到手， 到时候在自家的三亩地
上种， 以后年年都能有收成。 再看车
桥镇丰年村， 早在年初， 六旬老汉胡
鹤叶就带着四亩地入股登丰土地股份
合作社， 看到村里育秧基地忙不过
来， 闲不下的他又到基地谋了份工，
仅育秧期半个月时间就赚了务工费
1600多元。 “土地入股了， 农忙时，
儿子儿媳不用从打工地方赶回来， 不
再误工耗时费力， 还能有年底分红。”
他笑着说。
随着“党建引领 一点五试” 深
入开展， 6个试点村相继形成了一批
高质量村集体经营性资产， 并使之成
为带动农户增收、 增加村集体经济收
入的好路子。 据该区农工部统计， 仅
粮食烘干中心项目， 季桥南湾村吸纳
低收入人口用工16人， 预计带动村
集体增收45万元左右； 苏嘴沙吉村
吸纳低收入人口用工5人， 预计带动
村集体收入35万元左右； 博里马桥
村吸纳低收入人口用工15人， 预计
带动村集体增收30万元左右。

我市开展“创建进万家·文明大走访”活动
( 上 接 A1 版 ) 与相关方面直接沟通对
接、 协调解决。 市、 区部门和相关主
管单位， 要全力配合街道解决问题，
并将解决结果向街道反馈， 不得推诿
扯皮或搪塞拖延， 不得用随意交办代
替问题解决、 推卸自身责任。

区级层面要抓好重大问题的扎口
解决。 对于街道层面不能解决的重大
问题， 区创建指挥部要主动作为， 扎
口解决。 对于在区级层面无法协调解
决的问题， 由区创建指挥部办公室负
责梳理汇总， 向市创建指挥部办公室

报告， 说明原因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建
议方案。
按照“谁走访、 谁反馈” 的原
则， 对市民群众反映的问题， 由走访
人员全程跟踪办理情况， 并负责将办
理结果向受访户反馈， 确保做到事事

有回音， 件件有落实。
各区将加强对大走访工作的协调
指导和过程管理， 跟踪督导、 全面掌
握辖区内活动开展情况， 确保于9月
上旬拿出第一轮大走访活动的成果清
单。

一心向党的“巾帼英雄”

“淮盐”征文大赛启动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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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盐业集团是全国盐行业
领先的集科研、生产、配送、销售于一
体的大型企业，
“
淮”牌食盐商标被国
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认定为
“
中国驰名商标”，本次征文活动通过
向全省征集“
淮盐”与自己的故事，共
同探讨“
淮盐”对江苏人的重要性，并
科普“淮盐”的健康小知识，传递“淮
盐”与人们的温暖事迹。

( 上接 A1 版 )
“有作为， 才有地位。” 这是张洁
经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 在别人看来
“难做” 的非公企业党建工作， 张洁
做得有声有色， 关键就是把自己
“融” 进企业， “融” 进员工中去。
“刚开始， 我也曾经困惑过、 迷
茫过， 但责任心支撑我不能放弃。”
张洁回忆说。

勇担当的 “女强人”
2007年盛夏， 大雨下了三天三
夜， 公司老总外出福州数日未归， 紧

邻厂区的泄洪排污河堤决口， 来势汹
涌的洪水从决口处直奔仓库， 情势万
分危急。 张洁不顾39℃高烧第一个
跳入又脏又冷的洪流中， 48名党员
员工也奋不顾身地跳入水中， 在决口
处形成一道人墙， 经过七个多小时的
奋战， 垒起了近50米长2米高的防洪
堤， 为公司挽回直接经济损失200多
万元。 事后， 张洁在医院躺了半个
月。
有人曾问她： “你又不是老板，
何苦呢？”， 张洁还是那句 口 头 禅 ：
“既然当了书记就应当这样。” 公司老
总得知情况后， 泪水夺眶而出。 从那

时起， 公司党组织和党员在职工中的
威望与日俱增， 公司董事会一致通过
将党建工作经费纳入年度预算。

善思考的 “女诸葛”
得到企业业主支持的张洁开始大
展拳脚， 相继开展了“双培” 工程、
“333” 党员素质提升行动， 探索建
立“五融入” 党建工作法， 推行党建
与企业经营工作双重责任一肩挑的管
理模式， 使一批党员骨干进入公司各
级管理层， 也将一批生产管理骨干培
养成党员。 如今， 已有3名党员进入

公司决策层， 5名党员骨干担任分厂
厂长、 主管。 定期开展“我为飞翔发
展献计策” 活动， 几年来， 共征集合
理化建议1800余条， 其中有521条被
公司采纳， 产生直接经济效益600多
万元。
尝到甜头后， 企业董事会越发重
视党建工作。 2015年， 张洁书记工
作室正式成立， 企业为工作室开辟了
专门的活动场所， 配备了办公设备。
如今， 江苏飞翔纸业有限公司园区分
厂张洁书记工作室已成为省级党支部
书记工作室示范点， 多次在省市区党
建工作会议上交流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