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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淮安区车桥镇三庄村驻村第一书记赵娟
左文东

通讯员

黄洁

近日， 记者来到赵娟的办公室，
刚从工地回来的她正埋头整理 《三庄
村的故事》。 捧着厚厚一沓村民交来
的手稿， 赵娟向我们介绍： “
写得都
很感人呢， 咱们村就要整体搬迁了，
这些故事可以告诉三庄的后代们， 咱
们有着怎样的昨天和今天”。
2016年12月8日， 江苏京沪高速
公路有限公司淮安收费站站长赵娟被
江苏省委组织部派到淮安区车桥镇三
庄村任驻村第一书记。 “来了三庄
村， 就是三庄人。” 在新的环境里，
没有农村生活和工作经历的赵娟心里
并没有陌生感和距离感， 她花了半个
月时间， 挨家挨户走访， 跟村民谈
心， 走访笔记写了厚厚一本。
经过一番调研， 赵娟决定， 围绕
“村里人” 做文章， 当好“村里人”，
带好“村里人”， 用好“村里人”。

党员干部的 “当家人”
三庄村共有党员65人， 平均年
龄56岁， 50岁以上的占63%， 在外
务工党员24人， 占比37%。 党员年龄
偏大， 在外党员比例较大， 党建工作
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步伐。
为此， 赵娟牵头建立了指尖上的
党支部， “党在我心中” 党支部群、
“永远跟党走” 村委会群、 “共建美
好家园” 村民综合群， 3个党建工作
学习群， 将全村党员和村民紧紧连在
一起， 大家通过新的媒介， 按时集中
开展学习、 讨论村务工作。 针对部分

党员和群众年龄偏大， 不会使用智能
手机的情况， 赵娟一方面和村两委成
员采取“
帮带” 措施， 上门指导， 加
强沟通频次， 广泛听取大家的意见和
建议。
为了支持赵娟的工作， 江苏京沪
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还为三庄村建起了
村党员充电站、 党员驿站等党建宣传
活动阵地。 “线上” “线下” 齐发
力， 三庄村的党建工作开展得有声有
色， 她本人也被推荐作为第一书记代
表在省委组织部召开的座谈交流会上
发言。

经济转型的 “探路人”
到三庄村挂职锻炼， 赵娟最大的
心愿是“
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带动村民
们富起来”。 要想致富， 先得找准穷
根。 她想到了大棚种植， “
网上看到
很多通过大棚种植走上致富路的村，
我们也可以试试。”
“
不能盲目上项目。” 冷静的赵娟
请来新沂市的农业专家到三庄村开展
技术指导， 经过土壤采样分析， 专家
告诉她， 三庄村地势低洼， 利于蓄
水， 只适宜种植稻麦， 不适宜开展大
棚种植。
既然土里刨不出金， 那就想办法
吸金。 三庄村有544户， 2210人， 其
中在外务工人员大约1100人， 占全
村人口的52%。 赵娟将全村务工人员
的情况进行了摸底。 她发现， 村里虽
然在外人员多， 但大多数从事建筑业
和废品回收业， 自主创业的不多， 创
业规模大的就更少。 在外人员中， 不
少都在本村创业成功人士虞正和的企

业里务工。
摸清情况后， 赵娟打出了乡情
牌。 她一次次到苏州找虞正和， 和他
谈回乡办厂的事情； 一次次顶着酷
暑， 陪着虞正和为厂房选址。 “
我是
三庄人， 回到家乡这片土地上创业，
带着大家致富义不容辞。 没想到， 你
这个外来的第一书记对脚下的土地也
这么情深意重。” 当厂址正式敲定时，
虞正和由衷地对赵娟竖起了大拇指。
眼下， 虞正和的格拉狮家庭用品有限
公司正在建设当中。
“
独木不成林， 一花难成春”。 赵
娟计划再引进一两个企业， 不仅能带
动村民就业， 还能为村集体增加收
入。

造福百姓的 “家里人”
初到三庄村， 村里人年均收入
14300元， 没 有 达 到 人 均 收 入 的 有
723人。 其中， 低收入人口 281 人 ，
他们是赵娟始终“惦记” 的人。
“贫困家庭多数是因病致贫或者
身患残疾， 缺乏劳动力让这些家庭在
脱贫的路上走得很辛苦。” 赵娟将村
里的情况反馈给了后方单位， 得到了
后方单位的关注和支持。 江苏交通控
股公司和京沪高速有限公司先后多次
到三庄村慰问困难户； 春节时， 淮安
管理处6个基层单位分别到村里， 对
残疾户和困难家庭进行慰问； 五四青
年节这天， 淮安收费站的团员青年又
来到村里， 对重残户进行慰问帮扶。
一时的帮扶慰问解决不了长远的
问题。 赵娟计划： “如果贫困家庭还
有点劳动能力， 就为他们提供村里的

工作机会， 比如卫生监督员、 保洁
员。 今后， 村里建起了厂子， 还可以
根据他们的身体状况， 安排合适的岗
位。 如果实在没有劳动能力， 就为他
们多争取帮扶单位的资金支援。”
三庄村地处偏僻， 村民们的农闲
生活相对单调。 而现代媒体的发达，
又让大家对外面的世界很向往。 细腻
的赵娟从与村民们的聊天中感受到了
大家的期望， 她牵头开展了“
村企结
对” 活动， 推倒村委会原有的围墙，
由后方单位江苏京沪高速公路有限公
司为村里建起健身广场和农家书屋，
任何时间， 村民都可以前来健身或者
阅览。
三庄村沟渠较多， 沟渠边没有护
栏， 学生上下学时常有落水情况发
生。 赵娟又联系后方单位在村活动广
场、 主要交通道口、 危险桥头地段、
重点路段安装“爱心护栏” 和安全提
示牌， 重建了下沉的路面。 她还联合
三庄村党总支和车桥镇政府的党员干
部开展共建绿化林活动， 全村栽植树
苗3500多棵。
“现在的村子， 走起来安全， 看
起来养眼， 赵书记的事办到了咱心坎
儿上。” 说起赵娟上任后一年半的变
化， 村民们纷纷点赞。

通讯员

张弢

白马湖青年先锋志愿者服务队成
立于2015年12月， 是由白马湖规划
建设管理办公室 （公司） 党员先锋、
青年职工等组成的社会非营利性公益
团体。 “
成立这个队伍就是为了培养
我们青年职工的感恩精神， 奉献精
神， 并给每个成员提供一个锻炼自
我， 展示自我的平台， 全面提升成员
的综合素质。” 白马湖办 （公司） 团
委书记、 青年先锋志愿者服务队队长
何延秋如是说。 目前， 该团队注册志
愿者人数从初创时期的12人增加至
40人， 占白马湖办 （公司） 总人数
40%左右， 并在白马湖景区设有志愿
服务点。
“刚来公司的时候， 看到周围很

多小伙伴都是志愿者服务队的一员，
我也就‘
凑个热闹’ 报名参加了， 其
实一开始我根本不知道当志愿者是干
什么的。” 1994年出生的吴金坤， 去
年年底正式入职白马湖公司， 今年3
月份调入党群工作部之后， 主要负责
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作为文明联络
员， 他也是白马湖办 （公司） 与挂钩
社区之间沟通的桥梁。 在一次走访社
区的时候， 吴金坤发现上海路由于商
家密集， 道路两边非机动车辆乱停乱
放、 占压人行盲道现象十分严重， 不
仅影响城市道路交通， 也影响城市整
体形象。
为此， 他回去后立刻向相关领导
汇报， 建议让志愿者前去“支援” 社
区。 为了不影响工作， 吴金坤和其他
志愿者伙伴们利用午休时间， 顶着烈
日到上海路人行道展开巡查， 发现有

车主随意乱停乱放的， 及时制止， 并
向其宣传相关法律法规， 劝导车主文
明出行， 做文明市民， 如果见到没有
车主的乱停车辆， 志愿者们合力将车
辆摆放至规范位置。 连续好几天， 一
个个红马甲成了上海路上一道美丽的
风景线。
无偿献血、 义务植树、 爱心捐
赠、 赈灾募捐、 景区卫生清洁、 湖区
渔民普法、 共建社区帮扶、 文明旅游
宣传引导、 文明交通志愿引导……三
年来， 白马湖青年先锋志愿者服务队
始终坚持以“
奉献·友爱·互助·进步”
的志愿者精神为准则， 以“践行周恩
来精神， 争做新时代先锋” 为目标，
结合白马湖实际， 坚持以为社会服
务， 为湖区渔民服务， 为共建社区居
民服务的方向， 积极投身爱心志愿服
务活动。

“作为总理家乡的青年一代，白马
湖青年先锋志愿者服务队一直以周恩
来的大爱、无私奉献精神为宗旨，用实
际行动传承和践行周恩来精神。 在志
愿服务这条路上， 我们的每一步都会
留下足迹，无论大小。 ”正如何延秋所
说，爱在延续，爱在扩大，大家不图做
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总是从细微之
处入手，哪里需要就到哪里，谁需要就
帮助谁，“
尽己所能、无私奉献”这八个
字已经深深地烙在了每一位白马湖青
年志愿者的心里。

赵启瑞

一段时间以来， 清江浦区清浦
街道日月星辰社区以党建引领推动
社区发展， 发挥街道党工委、 社区
党委的党建核心作用， 通过开展文
艺演出、 社区课堂、 志愿服务等多
种活动， 激发党建新活力， 营造有
温度、 有温情的社区文化氛围， 建
设和谐宜居、 富有活力的美好家园。
党建活动， 有声有色。 走进日
月星辰小区， 惠民党建文化广场宽
敞大气， 党建文化长廊内容丰富，
便民凉亭古朴实用……此外， 社区
还建成了24小时图书驿站、 社区党
群议事室、 社会组织工作室及志愿
者服务站和“学党史、 知党情、 跟
党走” 宣传栏等。 “社区从涉及居
民生活的小事入手， 打造党建阵地
和为民服务设施。” 日月星辰社区党
委 书 记 周 建 平 介 绍 ， 从 2016 年 开

始， 社区相继投入三十多万元， 提
升社区的整体形象， 引导党员积极
参加组织活动， 打造“党建惠民”
品牌。
“曾经有退休党员对于参加组织
活动不积极， 但是社区党委一方面
找他们谈心， 从生活上关心他们，
另一方面， 大力开展党建活动， 为
党员的学习生活提供更好的硬件和
软件设施。” 周建平说。
服务居民， 贴心周到。 近年来，
服务意识在日月星辰社区党员和志
愿者心中强化——
—群众利益无小事，
只有把群众大大小小的事情办好，
社区治理才能得心应手。
“
有什么事， 我是社区书记， 找
我！” 面对社区中的各项问题， 周建
平带领社区工作人员一起协调各方，
耐心化解居民矛盾。 在社区党委领
导下， 围绕“
全心服务 情满社区”
主题， 社区建立了社会组织和志愿
者服务工作机制， 开展了“帮帮乐”

通讯员

魏东

本 报 讯 记者从清江浦区司法
局获悉， 今年以来， 该区结合人民
调解工作的实际， 将信访案件的化
解与人民调解职能进行无缝对接，
通过配强队伍、 筑牢阵地、 优化流
程等举措， 在“访调对接” 试点工
作中探索新路径。
队伍“强筋健骨”。 清江浦区
司法局从全区人民调解员中挑选了
以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 全国人民
调解能手、 江苏好人、 “道德模范
帮帮团” 成员等为代表的精兵强
将， 组成专门的“访调对接” 人民
调解员队伍， 经培训后成立各自固
定的人民调解工作室， 由区人民调
解委员会统一调度和派驻， 深入基
层一线受理群众访案、 承办信访移
送案， 参与信访接待与排查。 截至

目前， 该区共设立“访调对接” 人
民调解工作室28个。
资源“排兵布阵”。 区司法局将
物业、 医患、 环保、 劳动争议等专
业调解组织纳入区“访调对接” 中
心， 打造信访商请移送案件的实战
化平台， 直接承办信访交办移送案
件。 同时， 以调解专家、 “道德模
范帮帮团” 成员为骨干， 成立“访
调对接” 巡回调解工作队， 具体承
担对下派分流案件的调处指导与协
办， 保持区与街道 （乡镇） 两级访
调对接人民调解的上下联动。
机制“推陈出新”。 区人民调解
委员会在区信访接待中心设立专门
的“访调对接” 接待窗口， 配备一
名人民调解接待员和一名人民调解
引导员， 将信访案件引导至区“访
调对接” 中心， 指派专人对案件涉
及的矛盾纠纷进行跟踪调处。

江苏食品药品学院
开展“健康社区行”活动
■ 通讯员

何婕

本 报 讯 近日， 江苏食品药品
学院健康学院学生党支部以及青年
协会志愿者走进清江浦区健康路社
区， 开展“暑期三下乡——
—健康社
区行” 活动。
在社区活动现场， 江苏食品药
品学院志愿者将中药特色香囊以及
端午香囊义卖善款购置的防暑消夏

物品交与社区工作人员， 委托他们
代表学院向有需要的社区居民赠送
物品。 同时将精心制作的夏季养生
宣传单分发给社区居民， 并利用中
医专业特长， 为居民做起了推拿、
按摩等中医养生理疗。
该学院师生还顶着炎炎烈日，
清理小区绿化带内的枯枝杂叶和垃
圾。

唐筱葳
王小春

王

峰

本 报 讯 7月10日， 我市组织
慰问团赴盐城射阳慰问驻淮某部野
外训练官兵， 并向部队官兵赠送了
慰问品。
据了解， 多年来， 淮安市委、
市政府牢固树立双拥是巩固国防、
强军兴业重要基石的思想， 在加快
跨越发展的同时， 坚持以支持部队
能打仗、 打胜仗作为应尽职责和紧
迫任务， 全力帮助广大官兵解决工
作、 生活、 训练过程中的困难和问

题。 已连续18年累计投入2.66亿元，
兴办军地互办实事3893项， 连续16
年实现“随军家属就业、 军人子女
就学、 转业干部就职” 三个百分百，
顺 利 实 现 全 国 双 拥 模 范 城 “四 连
冠”。

汇金云谷管线综合总平面规划方案批前公示
现对淮安开发控股有限公司在翔宇大道东侧开发建设的汇金云谷管线
综合总平面规划方案进行批前公示。
公示时间为 2018 年 7 月 12 日至 2018 年 7 月 25 日，公示地点为淮安
日报、规划局网站、公司售楼部及工程现场。 相关权益人及有关人士若对变
更有异议， 请于 2018 年 7 月 25 日前以书面形式反馈到淮安市规划局经济
开发区分局。
特此公示
联系人：刘宏驰
沈清廷
联系电话：0517-83181029
E-mail:kfqghj@126.com
淮安市规划局
2018 年 7 月 12 日

营造文化氛围 建设美好家园
赵懿

杜勇清

者
通讯员

日月星辰社区

■ 记者

■ 记者

■记

—记白马湖青年先锋志愿者服务队
——
孔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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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赴盐城
慰问驻淮部队外训官兵

灵秀白马 榜样引路
■ 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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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江浦区探索
访调对接试点工作新路径

三庄村的“领路人”
■ 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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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李小伟， 男 （身份证号码：
321023198910270437） 于 2018
年 4 月 8 日进厂，劳动合同期限：
2018 年 4 月 8 日起至 2023 年 4
月 7 日止（试用期时间 2018 年 4
月 8 日 至 2018 年 10 月 7 日
止）。 在公司炼钢厂工作。
你于 2018 年 6 月 5 日至今
一直未来岗位 （淮钢炼钢厂）上
班， 公司按你登记的手机号码和

告
联系地址与你联系不上， 后向你邮寄
《旷工职工劝告通知书》， 因快递联系
不上你本人，信件被退回。 公司已按程
序通知公司工会，现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九条相关规
定， 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29 日起解除
与你签订的劳动合同。
特此公告送达
江苏沙钢集团淮钢特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7 月 11 日

声 明
系列活动。 法官、 检察官、 警官和
律师“三官一师” 进社区， 居民获
得了专业的法律服务； 一个个社会
组织来工作， 社区随处可见志愿者
身影； 开展特色服务“笑口常开”，
为80岁以上老人讲养生、 做体检；

加大对困难党员的慰问力度， 对腿
脚不便的群众， 社区工作人员上门
办理资格认证和医保……全方位体
贴入心的服务让居民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不断提高。

胡晨光先生（身份证号码：32081197808120531）在 2017
年 2 月 9 日至 2018 年 7 月 11 日期间，未以江苏瑞泽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名义开展任何业务。
特此声明
2018 年 7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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