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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今年以来， 我市高度重
视安全生产工作， 坚守“发展决不能
以牺牲安全为代价” 这条不可逾越的
红线， 狠抓安全体系建设和安全生产
行政执法， 夯实安全生产基础， 筑牢
安全生产防线， 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营造安全环境。 1-7月份， 全
市生产经营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同比

下降5.56%， 未发生较大事故和重特
大安全生产事故， 全市安全生产形势
总体平稳。
今年， 我市牢牢抓住责任体系建
设， 全市各县区 （园区） 实行党政领
导安全生产挂钩乡镇、 街道， 联系重
点企业； 在乡镇、 街道实行安全生产
挂钩村居、 社区， 联系辖区企业； 在
市、 县 （区） 两级成立安全生产专委
会， 在企业实行全员安全生产责任
制。 我市还建立安全生产“
双重预防
机制淮安模式”， 落实六项原则， 坚

持“两个工作法”， 强化“123456”
等具体措施。
此外， 我市还不断加强保障体系
和能力体系建设， 积极构建基层安全
生产网格化监管机制， 开展安全生产
“教育七进”、 “安全生产法宣传周”、
“安全生产月” 等活动， 完善安全生
产巡查和考核制度， 印发 《淮安市
2018年度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责任制
考核实施办法》， 加强考核奖惩； 推
出企业“六项安全保障措施”， 细化
企业主体责任， 设置企业“紧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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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筑牢安全生产“防火墙”
■ 融媒体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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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 系统、 危险源“紧急切断” 系统
等， 切实提高企业防控和应急处置能
力。
上半年， 我市坚持以行政执法引
领安全监管， 以“安全生产执法提升
年” 活动为主线， 加大事前执法力
度、 创新执法方式。 据统计， 1-7
月， 全市安监系统检查企业1492家，
立案527件， 处罚1216.5万元。 其中，
事前立案503件， 处罚733.63万元，
同比分别上升169%、 267.2%。

陈凯

本 报 讯 淮安国际食品博览中
心一期工程是政府推进的重点工程，
该项目位于清江浦区， 总建筑面积
12 万 平 方 米 ， 可 提 供 约 两 千 多 展
位。 该场馆建成后将作为2019年中
国(淮安)国际食品博览会主会场。
为助力食博会场馆建设， 市消
防支队严把食博会场馆建设项目设
计质量关， 强化跟踪指导， 全方位
开展帮扶工作。 为确保建设方案切
实可行， 市消防支队防火处多次开

展方案讨论， 就场馆设计中遇到的
疑难问题主动对接咨询省消防总队
并明确修改意见。 今年5月底， 该
支队再次与建设单位和设计单位人
员一道前往省消防总队汇报修改方
案， 并确定最终设计方案。

市科技局接受七五普法中期检查
■ 融媒体记者
通

9月1日， 一场由民建淮安
市委、 市工商联、 市慈善总会
共同主办的慈善拍卖会在市区
举行。 现场204件拍品共拍 得
149700元， 所得善款将全部用
于助医、 助学、 助困 、 助 残 、
助老、 助孤。
■ 融媒体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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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市
“
七五”普法中
期考核组赴市科技局开展普法督导检
查工作，市七五普法考核组对该局
“
七
五”普法规划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近年来， 市科技局认真贯彻落
实“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要

市交通控股公司
扎实推进文明城市创建
■ 融媒体记者
通

讯

员

孔
郭

雪
浩

本 报 讯 近日，市交通控股公司
开展“
创建进万家 文明大走访”活
动， 进一步提高广大市民对创建工作
的知晓率、支持率和满意率。
据了解，本次活动共组成7个分

涟水重视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工作
■ 融媒体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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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今年以来， 涟水县重视
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工作，采取“
三项
措施”， 在积极落实就业扶持政策、开
发就业岗位、落实小额担保贷款、提升

就业技能方面为困难人员再就业提供
强有力的保障。
加强基层公共就业服务建设，及时
发布各类就业信息。 在县城北门闸广场
LED 显示屏、 人力资源市场全天候不
间断发布企业招聘信息，在淮安就业网
及全县自助求职机发布网上就业信息，
为就业困难人员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根据各项就业扶持政策，制定各种
措施全力帮扶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
一是大力开发就业岗位，安置就业困难
人员； 二是定期开展再就业援助月、春
风行动、大学生专场系列招聘会等各类
活动，切实帮助就业困难群体解决就业
问题；三是根据上级政策精神，结合实
际，进一步发挥小额贴息贷款促进创业

的支撑作用，凡是失业人员、退伍军人、
大学生、 返乡农民工等自主创业的，均
可申请小额担保贷款。
对就业困难人员加大培训力度，
做到及时“充电”。通过开展创业意识、
职业技能等培训， 提升就业困难人员
的创业就业能力， 提高其创业就业信
心，并以创业带动就业。

市水利局精心打造生态水韵淮安
■ 通讯员

于坚

本报讯 为更好服务全国文明城
市创建工作， 市水利局广动员、 强部
署， 着力优化重构活水体系， 精心打
造生态水韵淮安。
加强城市河道管护， 打造绿色生
态水城。 市水利局主要承担里运河、
古淮河约 35 公里的河道水面、 岸坡
保洁工作， 年均打捞水面漂浮物 450

吨， 清除季节性杂草逾千吨。 为加强
迎检期间保洁工作， 市水利部门创新
推行河道保洁“网络管理”， 通过细
化任务， 责任到人， 确保河道保洁工
作规范化、 系统化。
着力滨水景观提升， 创美丽宜居
水城。 近年来， 围绕城市滨水景观带
建设， 市水利局先后组织实施了大治
河、 北四支 （杨庙北站—财经学院）、
大寨河、 古盐河 （永济河） 等一批水
环境综合整治工程， 累计投入资金

9.5 亿元。 此外， 大力推进生态水利
建设， 在工程建设中更多融入绿色生
态理念， “
会呼吸的河道” 成为淮安
城市水利建设“新品牌”。
推进河湖互连互通， 塑健康活力
水城。 市水利局加大引水活水， 扩展
内外循环， 建设渠北运西片区水系连
通、 清安河水系连通、 淮安区五湖连
通等工程， 完善生态文旅区、 工业园
区、 高铁新区等新建城区水系调整。
日前， 钵池山公园、 楚秀园、 森林公

园、 樱花园、 萧湖等重点公共休闲场
所水体得到全面保证， 清安河、 内城
河、 外城河、 小盐河、 板闸干渠等城
区骨干河道勾连畅通。
打造特色水韵窗口， 展精品魅力
水城。 依托市樱花园、 清晏园两大水
利主题公园， 市水利局全力打造淮安
水韵特色展示窗口， 相继启动实施清
晏园、 樱花园环境与服务提升工程。
目前， 园区整体面貌焕然一新、 静谧
优美， 成为淮安市民新的“
会客厅”。

求， 坚持普法宣传与监管实践相结
合， 坚持系统内普法与社会普法并
重，坚持创新机制，注重实效，做到规
定动作不折不扣，创新动作精彩纷呈。
具体做到四个
“
到位”，领导高度重视，
组织保障到位；结合自身工作，法制宣
传到位； 强化依法行政， 执法保护到
位； 推行政务公开， 领导带头学法到
位。

队， 对博古社区100余户商家以及
1000余户居民进行入户走访。 活动
开展过程中，走访人员通过发放《市
民文明手册》、《淮安市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调查问卷》、低碳环保手提袋
等， 向居民宣传讲解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的相关知识和目的意义。

关于徐家湖路(解放东路至前进东路段)
封闭施工的通告
按照市政府2018年1号文件部署， 自2018年9月8日至2018年12月8
日， 对徐家湖路(解放东路至前进东路段)进行改造。 为确保施工顺利进
行，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相关规定， 施工期间对该
路段实施禁止机动车通行的管理措施。 届时， 请过往机动车合理选择出
行线路， 绕道行驶， 并自觉遵守交通信号指挥。
特此通告
淮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淮安市清江浦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8年 9 月 3日

关于对刘凯同志按自动离职处理的通知
刘凯：
你于2018年4月起开始旷工， 自行脱离工作岗位4个多月。 期
间， 公司多次通过电话、 短信、 快递等方式通知你返岗， 但至今你
仍未到岗位， 也未履行任何手续。 公司经决定， 现对你按自动离职
处理。
特此通知
淮安市长虹科技开发公司
2018年 9 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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