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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湖全力整治路域环境
确保荷花节道路安全畅通
■ 顾莉

本 报 讯 金湖公路站全力打造
路域环境确保第18届中国金湖荷花
节道路安全畅通。
近期， 金湖县境内连续暴雨，
使县内公路出现不同程度的病害，
为确保荷花节期间有良好的路容路
貌， 县公路站对全县主要干支线公
路存在的问题进行排查并对问题进
行分类， 制定工作计划， 对任务进

清波荡漾， 荷叶繁茂，
万亩荷花或含苞待放， 或花
朵盛开， 亭亭玉立、 绚丽夺
目。 国家4A级荷花荡景区万
亩荷塘， 荷花竞放， 美不胜
收！
随着第18届中国·金湖
荷花节拉开帷幕， 荷花荡景
区迎来了今年的旅游高峰期，
每天前来赏荷观光的游客络
绎不绝。 游人置身于翻滚的
万亩碧浪中， 饱尝丰盛的视
觉盛宴， 感受着花团锦簇、
清香弥漫的荷花世界。
■ 记 者 郭敏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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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划分， 明确任务完成时间， 责任
到片， 任务到人。 据不完全统计，
截至7月7日下午， 更换校正环湖大
道、 247省道、 344国道、 荷花荡旅
游公路等境内主要干支线公路各类
标志标牌100余块， 清理公路两侧
各类非标30余块， 清理公路两侧及
桥下空间乱贴、 乱挂、 乱画、 乱
堆、 乱放60余处。 修补因暴雨造成
路面坑塘， 路肩冲沟等病害400多
处， 计1200多平方， 修剪草坪5万
多平方。

金湖警方圆满完成
荷花节期间安保任务
■ 蒋伟

谢佩林

吉尔云
本 报 讯 7 月 8 日 ， 第 18 届 中
国·金湖荷花节开幕式及群星演唱
会在金湖县举行。
为落实“确保万无一失” 总要
求， 该县主要领导现场检查安保准
备工作， 县公安局精心制定安保方
案， 细致落实各项安保措施。 市县

两级公安机关负责人多次实地检查
安保工作， 坐镇现场指挥。 市公安
局巡特警、 大数据、 督察支队及洪
泽、 公交分局、 金湖、 盱眙县局、
市保安公司等单位1000余名安保力
量参加现场安保， 全体参勤人员坚
守岗位， 忠诚履职， 全力做好现场
秩序维护、 人员疏导、 交通保障、
社会面管控、 应急处置等工作， 圆
满完成活动安保任务。

金湖县全力确保
荷花节期间食品安全
■ 刘海东

吕良140名镇村党员干部助力脱贫攻坚
■ 李雪

俊亚

彦祥

本报讯 金湖县吕良镇有贫困人
口723户， 1580人。 该镇针对扶贫工
作任务重的实际， 140名镇村扶贫党
员干部帮助困难群众排忧解难， 做到
脱贫路上一个也不掉队， 得到贫困户
和群众的一致认可。
为做到扶贫工作全覆盖、 无缝
隙， 确保扶贫工作落实到位、 健康有
序顺利开展， 该镇打造了一批“懂扶

贫、 会帮扶、 作风硬” 的扶贫干部队
伍。 通过开展业务培训、 座谈交流、
调研考察等方式， 提升扶贫干部政策
理论水平和业务技能， 帮助他们适应
新角色， 做到知扶贫政策、 懂扶贫业
务、 守扶贫规矩， 确保专业。 倡树
“脱贫攻坚， 党员干部当先” 的责任
意识， 明确党员干部是推动扶贫工作
的直接责任人。
为保证扶贫工作落地生根， 开花
结果， 吕良镇坚持把扶贫督查、 月巡
查与月考核制做为党员干部抓好扶贫

工作的“紧箍咒”。 花园村扶贫工作
在每次月考核中名列前茅， 村级扶贫
专干不可没， 他们是村里最了解贫困
户和精通扶贫的人， 村内贫困户情况
他了若指掌， 在“拖底清零” 工作
中， 村里无一例沙子户及应纳未纳
户。 他们坚持每个星期走访一遍村的
贫困户， 对村内的贫困户存在的困难
和问题， 提交脱贫计划建议， 扶贫政
策的落实等情况做引“一口清”。
吕良镇这支“懂扶贫、 会帮扶、
作风硬” 扶贫干部队伍， 奋战在扶贫

第一线， 以绣花功夫做好这项以党心
换民心事业， 扶贫工作呈现出点上出
彩、 线上开花、 面上结果的良好局
面。 自今年以来， 累计回访贫困户
2300多户5100多人次， 摸清“三无”
失能人员， 因病因灾重困人员等， 为
扶贫精准到户提供了数据支持。 收集
各类建议400余条， 宣传各类扶贫政
策万余次， 使扶贫政策深入人心。 建
设产业扶贫项目10个， 整合扶贫资
金5万余元。

金湖财政局实施积极财政政策
全力支持经济转型升级
■ 赵洪波

陈秀彬

本报讯 今年以来， 金湖县财政
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大力实
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优化财政支出结
构， 集中财力确保各项政策落实， 有
力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及时兑现2017年度县产业发展
引导资金。 认真落实县政府关于全县
产业发展的决策部署， 加快培育现代
产业体系，推动实体经济做大做强。会
同经信、科技、市监等部门及时做好审
核、兑现工作，上半年共兑现2017年
度县产业发展引导政策奖励资金
5984万元，进一步调动了企业科学发

展、加快发展、创新发展的积极性。
及时兑现2017年度外贸稳增长
项目资金。 根据金湖县 《关于促进外
贸回稳向好的实施意见》、 《关于组
织申报2017年度外贸稳增长项目资
金的通知》 精神， 与商务部门联合审
核后， 上半年共兑现外贸稳增长资金
330万元， 惠及44家企业56个项目。

积极争取省市财政企业项目扶持
资金。 上半年会同经信、 商务、 旅游
等部门为江苏红光仪表厂有限公司、
江苏金卫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金湖尧
乡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等24户企业申
报市级产业发展、 商务发展专项、 旅
游业发展专项等项目， 共向上争取财
政补助资金1021.25万元。

本 报 讯 为确保金湖第十八届
“荷花美食节” 期间的食品质量安
全，连日来，金湖县市场监管局组织
开展了食品质量安全整治行动，严
防不合格食品流入市场。
一是加大对景区周边食品超
市、 餐饮店和淮安市透明共治体系
建设单位的巡查频次， 确保食品安
全工作无盲区。 此外，对荷花荡、水
上森林公园等旅游景点的食用农产
品和食品礼盒重点监管， 让百姓吃
得放心，玩得开心，买得安心。
二是认真落实监管区域责任制
和巡查制， 各基层分局对辖区内食

品市场销售进行全天候动态监管，
及时查处缺斤短两、 售假售劣等违
法行为。
三是广辟案源，堵源截流，重拳
出击，严打重罚，从重从快处理各类
制假售假案件。
四是充分利用“
12365”举报投
诉电话、固定投诉点等，积极受理消
费者投诉，努力为“荷花美食节”期
间创造更加安全健康的节日消费环
境。
截至目前， 该局共出动执法人
员486人次， 检查旅游景点26家次、
各类食品经营户、 餐饮店234家次，
抽样送检48批次， 下达责令改正书
和执法意见书12份。

金湖住建局
举办“信仰”主题道德讲堂
■ 韦国梅
本 报 讯 7月6日， 金湖县住建
局道德讲堂在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
新中国》歌声中开讲了。
这期道德讲堂适逢红色七月，
金湖县住建局党委以信仰为主题，
组织领导班子、科室、局属各单位负
责人及党员、预备党员、发展对象、
积极分子、职工代表，共同唱一首红
歌，诵读一段经典，观看《信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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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先锋》短片，学习金湖优秀党
员模范事迹。
党员干部和普通职工一起谈信
仰，话感悟，通过身边人的小故事、
全国的优秀党员先进事迹， 传播正
能量，树立正确的信仰。 参加学习的
同志结合自身工作、学习，畅谈自己
对信仰的认识， 得到了一次全身心
的洗礼，达到了以道德凝聚人心，以
道德弘扬正气， 以道德坚定共产党
员信仰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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