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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坝聚焦特色小镇建设谋突破
■ 赵东煌

本报讯 古镇蒋坝四面环水、 灵
气十足， 境内文化底蕴丰厚、 历史古
迹众多， 诸多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令
人向往。 近年来， 蒋坝始终坚持发展
生态旅游， 全力推进河工风情特色小
镇建设， 以硬碰硬、 实打实的工作，
取得了骄人成绩。
2018年是洪泽建设现代化湖滨
生态旅游新城突破之年， 也是古镇蒋
坝建设河工风情特色小镇跨越发展之
年。 为此蒋坝全镇上下以昂扬的斗
志， 对照目标， 创新实干， 为实现河
工风情特色小镇新突破贡献力量。
推进作风建设， 打造一支能奋力
拼搏敢于担当的干部队伍， 全面提振
精气神。 该镇通过组织学习党的十九
大精神， 增强干部责任感和事业心，
锤炼“马上就办” 作风， 做到一马当
先、 一身正气、 一心一意、 一丝不
苟， 以钉钉子精神做好每项工作。 推

进责任落实： 抓好党员干部履职， 要
求每个党员干部主动作为， 制定工作
计划， 随时把责任扛在肩上， 严格执
行工作计划， 实行周通报、 月考核制
度， 对任务完成滞后的党员干部给予
通报批评， 对连续考核末位的同志进
行组织谈话。 推进考评考绩： 对照各
项工作目标， 实行考评考绩， 把在河
工风情小镇建设中有重大贡献的同志
调整到重要工作岗位， 激发工作的积
极性和创造性， 让认真做事、 有能力
干事的人觉得有奔头， 做到人尽其
才。
整合民俗文化， 打造一个地方特
色传承久远的文化古镇， 全面提高影
响力。 整合餐饮文化： 充分利用蒋坝
鱼圆特色菜的知名度， 整合蒋坝湖八
鲜、 红烧肝肠等一批特色菜肴供外地
游客食用， 实行统一菜谱、 统一管
理。 积极推广湖鲜特产的特色包装，
把蒋坝土特产、 副食品集中融入， 形
成独特的蒋坝餐饮文化。 整合特色文
化： 建好洪泽湖古堰艺术团和京剧协

会这两个民间文艺团体， 充分挖掘古
镇蒋坝传统的舞龙、 花船、 驴灯、 花
鼓灯、 高跷、 花车、 渔家大鼓、 河工
号子文艺节目， 精心策划编排， 定期
在银杏广场大戏台演出。 整合历史文
化： 积极保护与开发彭祖墓、 七仙
井、 二帝宫、 双眼井、 御码头、 兴隆
寺等历史文化遗址。 打造已初具成型
的东岳庙和茶庵这两个景点， 让游客
有可游玩之处。
落实重点项目， 打造一个环境优
美、 怡人宜居的特色小镇， 全面提升
宜居度。 落实基础项目： 紧紧抓住在
建项目污水处理厂、 渔网具产业园、
文化站、 银杏广场、 老街民宿、 乐居
安置房、 停车场等基础设施项目， 上
足人力物力， 确保尽早完成。 落实特
色项目： 紧紧抓住蒋坝螺蛳节特色项
目， 做成富民的生态产业， 将其与观
光农业、 体验农业结合起来。 延伸
“稻小虾”、 “
螃大蟹” 生态产业， 把
湖三鲜打造成全国独一无二的产业。
落实重大项目： 积极与琨华集团对

接， 落实琨华集团在蒋坝投资的游客
接待中心和温泉养生康养综合体等系
列重大项目， 实行一对一全程帮办，
确保每个项目早落实、 早动工、 早见
效。
咬定民生实事， 打造一个产业兴
旺、 生活富裕的和谐小镇， 全面增强
幸福感。 咬定富民产业： 做实渔网具
产业， 渔网具产业是蒋坝一项富民产
业， 年人均可增收1200元， 尽快落
实渔网具产业园项目， 把传统的渔网
具产业与旅游产品有机结合起来， 实
施富民项目， 实现人均年纯收入突破
20000元大关。 咬定惠民产业： 做靓
乡村民俗， 积极鼓励在外创业的有识
之士回乡创业， 打造一批极具蒋坝特
色的乡村民俗惠民产业。 咬定经济产
业： 做特观光农业， 加快推进总投资
6000万元重电农庄生态园项目， 该
项目共占地140.96亩， 分设花卉景观
区、 果树采摘区， 珍禽园、 动物园观
赏区， 亲子乐园体验区， 通过经济产
业带动就业， 增加农民收入。

6月27日， 洪泽区地方海事
处联合洪泽湖旅游度假村有限
公司、 洪泽湖客运旅游有限责
任公司、 洪泽湖古渔村生态旅
游有限公司在洪泽湖南线航道5
号标水域举行了“2018年洪泽
湖旅游船舶水上消防救生联合
演习”。
本次演习包含旅游船消防
灭火和人员落水救生两个科目，
共出动船艇6艘、 参演人员30余
人。 演习有效增强了企业和船
员的安全生产意识。
■ 成立静

7月6日， 岔河镇滨河村党总支组织全村58名党员干部前往周恩来纪念
李文俊 赵长宏
馆参观学习， 缅怀周总理伟大的一生。

洪泽供电公司

承办全市系统职工运动会
■ 贾佳

郭承忠

本 报 讯 近日， 市供电公司
“5980杯” 职工运动会开幕式暨长
跑比赛在洪泽湖古堰渔人湾船型舞
台举行。 来自市供电公司系统各工
会 （分会） 及省供电检修公司淮安
分部等19个代表队计282名运动员，
在国旗方队、 国网旗方队引领下，
在 《运动员进行曲》 音乐声中， 迈
着铿锵有力的整齐步伐， 以饱满的
精神状态依次列队入场， 逐一接受
检阅台上领导检阅。
运动会开幕式由市供电公司工
会主席、 纪委书记刘宇同主持， 总
经理颜庆国致辞。 颜庆国指出， 一
直以来， 公司十分关注员工的身心

健康。 公 司 不 断 丰 富 职 工 业 余 生
活， 扎实开展全民健身活动， 努力
提升职工群众的文体生活质量。 举
办本届职工体育盛会， 是对公司全
民健身活动的一次检阅， 也是公司
拥抱新时代、 彰显新气象的一次展
示。
本次长跑比赛， 共设立半程马
位松和10公里、 5公里比赛， 分男、
女青年组和中年组， 各项选取前6
名记入总成绩。 在开幕式过后， 随
着发令枪声响起， 参加半程马拉松
的6名队员首先冲出洪泽湖古堰北
门起跑线。 顿时， 呐喊声与加油声
在洪泽湖古堰上空化作一股无形的
力量， 激励着运动员们取得更好成
绩。

洪泽警方落实从优待警措施
■ 王利军

本 报 讯 为保障高温环境下路
面执勤民警和辅警的身心健康， 充

分落实从优待警措施， 近日， 洪泽
警方购置9个空调交警执勤岗亭， 分
别放置在城区各主要路口执勤点，
为在炎炎烈日下执勤的民警和辅警
提供温馨的工作环境。

老子山镇

三河镇加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 赵洪江
本报讯 今年来， 三河镇积极发
挥自身优势， 多措并举， 加快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 推动镇村经济社会快速
发展。
积极做强特色产业。 该镇着力打
造农业产业化田园综合体， 把特色农
业、 生态乡村作为乡村振兴的基础、
产业发展的抓手， 重点推进“蘑菇小
镇” 建设， 形成“一项产业致富一
方” 的辐射引领效应， 带动全镇群众
致富。 同时， 进一步加快培育壮大澳
吉尔农业庄园、 宏伟牧业、 大闸蟹养
殖等一批规模大、 效益好、 带动力强
的农业龙头企业， 形成“农业+旅
游” 的新型产业特色品牌。 积极协助
农业大户申报国家级、 市级、 区级龙
头企业， 帮助指导农业大户开展绿色
有机农产品生产和国家有机食品认证
工作， 力争在今年底新认证农产品

“三品一标” 1个， 新增农民专业合
作社或发展家庭农场各两个。
着力补齐民生短板。 该镇围绕农
民群众最关心、 最直接、 最现实的利
益问题， 补齐民生短板， 进一步扩大
医保、 养老保险等各类保险的覆盖范
围； 继续落实城乡低保、 困难群众突
发性和临时性生活困难救助等工作，
健全城乡居民的生活保障体系。 加强
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体系建设， 提高
处置突发事件应急能力。 积极拓宽就
业、 创业渠道， 加强对就业困难人群
的指导和培训。 加大农村危房改造力
度， 改善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条件。
深入开展“
扫黑除恶” 专项行动， 抓
实安全生产、 信访稳定和阳光扶贫工
作， 持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
和安全感。
全面打造生态环境。 该镇借助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契机， 加大环境保护
宣传力度， 持续开展“263” 专项行

动， 加强镇村环境综合整治， 抓好农
村生活垃圾清运处理和黑臭水体、 畜
禽养殖企业的整治， 整体推进美丽乡
村建设。 同时， 提升市政管理水平，
对集镇的“牛皮癣” 广告、 私搭乱
建、 占道经营等行为进行全面清理，
打造优美有序的乡村环境。 进一步加
快新农村建设， 率先谋划启动420省
道和宁淮高铁周边“新社区、 新田
园” 建设， 全力推进农民康居工程建
设， 努力实现农民居住条件和农村环
境面貌“双提升”。
大力培育文明乡风。 该镇以微信
公众平台、 镇文化站、 村居农民健身
广场、 农家书屋和远程教育等为阵地
和依托， 对广大村民开展社会公德、
家庭美德、 职业道德等为主要内容的
道德教育， 不断打造文明乡风。 积极
修订和完善以新农村建设、 移风易
俗、 精神文明建设、 矛盾纠纷调解等
为内容的村规民约， 促进乡风文明建

设。 镇文化站牵头组织开展送文化、
送科技下乡等活动， 提高广大群众的
思想文化素质。 开展身边好人、 文明
镇村、 文明家庭户等创建评比活动，
选树先进典型， 培育新型农民， 树立
文明新风， 提升群众素养。
加快推进全域旅游。 该镇积极策
应洪泽全域旅游战略， 充分发挥自身
的生态环境优势， 全力打好生态旅游
品牌。 依托紫山食用菌产业优势和品
牌优势，快速启动规划蘑菇小镇建设。
按照建设旅游景区的思路， 对龙禹生
态园和锦鸿生态园进行规划、 升级改
造， 发展农产品采摘游， 提升接待水
平。 加快推进五里牌美丽乡村改造步
伐和五里牌大闸蟹养殖基地建设，发
展渔业科普和生态观光园区， 着力打
造洪三公路沿线农旅结合示范区。 积
极拓宽市场，带动土鸡、大棚蔬菜及其
它土特产等特色产品生产， 实现农旅
融合发展， 着力提升群众幸福指数。

高良涧街道整治东风路建材市场
■ 唐传奇

崔德圣

本报讯 为进一步规范建材市场
经营秩序， 打击违法经营、 占道经
营， 维护市场环境卫生， 连日来， 高
良涧街道组织人力、 机械， 冒雨对东
风路马路建材 （废品回收） 市场36
户经营店铺进行全面整治。 截止到目
前， 已整治到位21户， 清运垃圾200
余车， 对4户无证经营的摊点予以停
业整治。

抓领导， 落实责任。 6月30日，
区东风路马路建材市场整治交办会结
束后， 高良涧街道迅速行动， 成立了
建材市场专项整治领导小组， 对专项
整治工作进行专门研究部署， 制定了
具体行动方案。 街道建立班子包段、
站 （所） 包点制度， 分成4个小组，
明确了目标任务和工作重点， 狠抓工
作落实， 确保专项整治工作扎实开
展。
抓整治， 规范经营。 为确保整治

取得成效， 高良涧街道组织城管分
局、 派出所、 建设所、 社区站、 洪泽
园三村等单位组成联合整治行动小
组， 先后拆除东风路建材马路市场各
类破损、 违规广告牌35处， 面积达
200余平方米； 整治马路边经营摊点
12处； 拆除遮阴网等乱拉挂现象50
余处。 同时， 要求经营者实行门前
“
五包”， 规范经营。 目前市场周边环
境得到显著改善。
抓管理， 净化环境。 在全面整治

的基础上， 高良涧街道注重改善经营
环境。 一是做好氛围营造， 在市场显
著位置安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
牌， 增加市场公益广告宣传占比， 营
造浓厚的创建氛围;二是对市场内外
基础设施进行修缮， 使市场内外焕然
一新； 三是安排人员加强常态化管
理， 确保市场周边环境卫生整洁。

开展星级党员示范户评选活动
■ 于娟

严闯

本 报 讯 为充分发挥共产党员
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激发农村党
员活力， 近日， 老子山镇开展“五
星党员示范户” 评选挂牌活动， 通
过树立典型， 引导广大党员增强宗
旨意识， 营造积极向上、 乐于奉
献、 争当先进的良好氛围。
据悉， 该镇采取“党员自评、
群众参评、 支部推荐、 党委考评、

公示挂牌” 的方式， 坚持“遵纪守
法好、 维护稳定好、 服务群众好、
创业致富好、 履行义务好” 的原
则， 评选星级党员示范户， 亮出党
员身份， 让党员从生产生活各方面
为群众作表率， 接受群众监督。 截
至目前， 共评选出“五星党员示范
户” 20户， 并颁发荣誉证书， 悬挂
门牌， 形成“一人带一户”、 “一
户带多户” 的良好局面。

朱坝街道

治理东风路市场乱象
■ 王生标

本 报 讯 连日来， 朱坝街道针
对辖区内东风路建材、 废品回收市
场秩序乱、 环境差等现象， 组织人
员、 机械重拳出击整治东风路市场
乱象。
宣传发动。 针对东风路建材、
废品回收市场环境脏、 乱、 差， 与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格格不入的
现状， 朱坝街道采取召开相关人员
会议集中宣传与登门入户分散宣传
相结合的方式， 广泛开展文明城市

创建宣传工作， 做到动之以理、 晓
之以情。 沿线经营户纷纷表示充分
理解支持街道创建工作。
集中整治。 在得到广大经营业
者理解支持的基础上， 朱坝街道将
经营户自查自纠与街道组织人员帮
助整改相结合， 使建材物品堆放整
齐有序， 经营秩序井然有序。 每个
经营户都与街道签订责任书， 保证
做到环境治理达标不反弹。
集中取缔。 对于废品回收市场
整治难见效、 环境不达标的实际情
况， 街道组织机械、 人力进行集中
取缔， 确保不留后患。

实行“三个结合”

黄集街道助力文明创建工作
■ 张自生

郭兆勇

本报讯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启动以来， 黄集街道广泛动员、 干群
合力、 全面实施， 将各项重点工作与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进行有机结
合， 有效促进了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
作全面正常有序开展。

文明创建与“
三不” 整治行动和
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有机结合。 5月
份以来， 黄集街道在开展文明城市创
建主题宣传活动的同时， 将文明城市
创建工作与“三不” 整治行动和解放
思想大讨论活动相结合， 整治“不担
当、 不作为、 不落实” 等不良行为，
着力破除与新时代要求、 高质量发展
不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思维定势， 倡

导文明风气、 树立文明风范， 大力度
解放思想， 勇于革故鼎新， 敢于突破
自我。
文明创建与阳光扶贫、 三进三
帮、 大走访有机结合。 发动广大党员
干部带上创建宣传资料， 在走村串户
走访农户、 访贫问苦的同时， 竭力向
广大群众宣传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重
要性和重大意义， 从而进一步夯实全

民共创的共力共为基础。
文明创建与秸秆“
两禁一用” 工
作有机结合。 当下正值夏季秸秆“
两
禁一用” 工作全面展开， 街道所有班
子成员、 蹲点干部、 村居干部沉下身
子、 迈开步子、 用尽法子， 确保“
不
冒一处烟、 不着一把火”， 切实维护
生态环境， 提升文明指数。

6月30日， 淮安市洪泽湖实验小学举行“庆七·一联系点上过党日” 支
部主题党日活动， 湖小全体党员参加了这次支部活动， 他们在党旗、 党徽
下高唱国歌、 重温入党誓词。 区教育局党委书记孙云鹏为大家上了一堂题
为 《守纪律讲规矩》 的党课， 要求全体党员加强党性修养， 发挥先锋表率
作用。
■ 胡乃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