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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都是创建日 每天都是迎检期 每人都是测评组 每人都是得分手

紧扣七大行动抓攻坚
咬定省级测评打硬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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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召开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七大专项行动”汇报点评会
晚报讯 4月1日以来，市委市政府在
全市部署开展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七大
专项行动”。 昨日下午，我市召开“七大专
项行动”汇报点评会，总结前一阶段成绩，
梳理存在问题， 明确下一阶段重点任务。
市委书记姚晓东强调， 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每个人都应有主人翁意识，必须清醒
认识工作不足、时间紧迫、人人有责，始终
紧扣“七大行动”抓攻坚，紧紧咬定省级测
评打硬仗， 切实强化组织领导聚合力，进
一步加大力度、务实攻坚，推动文明城市
创建工作实现明显突破和提升。 代市长蔡
丽新主持会议，市领导陈涛、李晓雷、唐道
伦、李森、刘必权、肖进方、赵权等参加会
议。
姚晓东说，前期的工作实践证明，“七
大行动”是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的有力
抓手，必须紧抓不放、抓出成效。 结合调研
暗访中发现的问题，姚晓东直点各专项行
动中存在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强调抓创建
关键是要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以一个个
问题的有效攻克确保创建工作有效落实。
必须突出问题导向， 采取更加严厉措施，
强力推进、强行入轨，实打实提升短板，硬
碰硬解决问题，确保“七大行动”取得明显
成效，真正做到纲举目张。
5月底6月初，省文明委将进行省级测

评。 姚晓东指出，在这紧要关头，全市上下
必须坚持“每天都是创建日、每天都是迎
检期、 每人都是测评组、 每人都是得分
手”，咬紧牙关，奋力一搏，确保打赢创建
攻坚战。 一要对照标准细处发力。 创建指
挥部和“五指一办”要对照文明城市《测评
体系》《操作手册》，加强培训指导，加大督
查排查；各区各有关部门要对照目标责任
书，把已经发现和交办的问题立即整改到
位，确保公共秩序经得起“细评”、环境卫
生经得起“细看”、 窗口服务经得起“细
挑”、基础设施经得起“细查”。 二要狠抓进
度提高效率。 现在，我市创建工作已经到
了节骨眼上，拖不得、慢不得、等不得，必
须全面进入冲刺状态。 各分指挥部和各区
各有关部门要保持“急行军”状态，打好
“短平快”战术，进一步提升工作节奏，加
快工作进度，确保创建工作短期内取得显
著成效。 三要狠抓基层贴地推进。 创建工
作既要高位推动，更要一线落实，切实把
创建力量向基层下沉，把创建资源向一线
汇聚。 各区各有关部门要明确细化网格创
建责任和事项， 充分调动网格资源和力
量。 所有市属、区属挂钩单位要结合开展
“三进三帮”大走访活动，组织机关党员干
部“进社区”参与创建工作。
姚晓东强调，各区各有关部门要按照

问责强行入轨

“条块结合，一事双责”责任制要求，切实
把属地管理主体责任扛起来，把主管职能
责任担起来，增强大局意识，严格督促检
查，加大投入力度，加强宣传引导，拧成一
股绳，劲往一处使，形成推动创建工作的
强大合力。
就贯彻落实好会议精神， 蔡丽新要
求，突出问题导向，各责任单位针对工作
中的薄弱环节，迅速制订问题清单，明确
责任人、整改措施和完成时限，确保创建
不留盲区、不留死角，在问题整改上见实
效。 同时要举一反三，拾遗补缺，避免出现
类似问题。 市创建办要联合市委督查室、
市软建办等部门，进一步加强对各责任单
位工作落实情况的督查，对工作中推诿扯
皮、落实不力、影响创建进程的单位和个
人，要严肃追责，在督查问责上动真格。 各
区和各责任部门要在宣传发动上下细功，
通过推进全媒联动、 扩大公益广告影响
力、深化基层创建活动等措施，为文明创
建升温造势、提供舆论支持，进一步扩大
创建活动的覆盖面和影响力，使创建工作
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成为市民群众的自
觉行动。
会上，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指挥部办
公室和五个分指挥部分别汇报了各专项
（陆彦平）
行动开展情况。

老旧小区六珠社区，了解社区文明创建和
网格挂钩单位帮扶情况。 他指出，老旧小
区可以旧，但绝不能脏、不能乱，不能违反
社会公共秩序。 离开淮安区的路上，姚晓
东一行边走边看，运河北路上，一辆机动
车停放在绿化带里， 翔宇大道枚皋路口，
雕塑上的钟坏了。 在市公共交通指挥监控
中心，姚晓东一行抽查了各路口文明交通
情况。 姚晓东指出，交通秩序大整治任务
重，也是文明创建工作的重中之重。 要文
明执法， 对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强行入轨，
同时加强文明教育，通过多种举措确保交
通秩序大整治取得明显成效。 对基础设施
方面的问题，分出轻重缓急，有计划有步
骤地实施到位。
东方花园租住户较多，姚晓东沿着小
区绕行一周，边走边向社区负责人了解文
明创建和网格挂钩单位帮扶情况。 他指
出，要加强与群众的沟通工作，广泛发动

群众，让更多的群众参与创建、支持创建。
停车是个大问题， 小区要划出停车线，既
解决好群众的停车问题，也不影响社区环
境。 东大街上，地面破损，盲道不连贯，姚
晓东仔细地察看细节问题，并与沿街商铺
店主交流，听取他们的意见。 有轨电车起
点站， 文明引导员正在引导乘客有序乘
车。 姚晓东一行来到车厢观察乘客是否文
明有序，并乘车察看沿途文明创建工作情
况。 淮海路菜场整治费了很大功夫。 姚晓
东挨个摊位察看， 要求加大工作力度，形
成整洁有序的菜场环境。 从淮海路菜场出
发，姚晓东一行沿着后街背巷，察看五小
行业整治情况，一直到清河路，再到健康
西路。 调研中，姚晓东就发现的问题逐一
进行了部署交办， 要求迅速予以整改，确
保各项工作落在实处、取得实效。
（杨尚

夏开封）

全市部署电力价格专项大检查
晚报讯 昨天记者从市价监部门获
悉，从5月22日起，我市将开展电力价格专
项检查行动，这是近十年来我市首次面向
电力市场价格进行全面的专项清理和检
查，切实为实体经济减负降成本。
据介绍，此次专项检查主要针对的是
我市电网公司、发电企业、地方政府及有
关部门，检查的时限为2016年1月1日以来

的电力价格法律、 法规及政策的执行情
况，重大问题可向前追溯。
检查内容包括销售电价、 差别电价、
阶梯电价以及环保电价的政策执行情况。
对于超过政府规定的价格收费、自定项目
和标准收费、供用电建设工程承发包中超
范围、超标准收费以及向用户转嫁计量装
置费用等价格行为，将予以重点检查。

今天就是24节气中的“立夏”。虽然节
气名称和夏天沾边，但一场降雨把气候浇
回了春天状态，真正的夏天尚未到来。

◎及时雨缓解旱情
记者昨日从市气象台了解到，4日凌晨开始至
中午前后，我市迎来了一场酣畅淋漓的大雨，局部
地区甚至达到了暴雨级别。
气象专家表示，这场由江淮气旋影响带来的降
雨非常及时，缓解了连日来的春旱，促进了农业生
产，同时也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近日来困扰人们的飘
絮问题。据悉，此次降雨过程中，周边邻市还实行了
人工增雨，而我市因雨量充足才未增雨。

◎气温起伏大仍是春季特征

广泛发动参与

市领导调研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
晚报讯 昨日上午， 市委书记姚晓
东、代市长蔡丽新到淮安区、清江浦区随
机选择点位就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进
行微调研。 姚晓东指出，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到了关键时期，各地各部门要迅速进入
状态，突出问题导向，对存在的问题强行
入轨， 切实增强创建工作针对性和实效
性。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统战部长陈涛，
市委常委、秘书长李森参加调研。
淮安区西长街，路面积水、道路坑洼，
路两侧有乱堆乱放现象。 姚晓东不仅就西
长街存在的问题进行现场交办，还询问了
上次暗访文明创建时发现的问题是否都
及时解决了。 他指出，对于存在的问题，必
须发现一个解决一个，相关部门要加强督
查问责的力度。 南门大街路两侧人行道上
存在占道经营现象。 姚晓东说，人行道是
公共资源，占道经营行为是把公共资源由
大家使用变为私人使用。 姚晓东一行来到

今日立夏
周末无雨

“销售的电价按输电压不同、用户主
体不同以及用电项目不同，电价的执行标
准多达数十种，因此有的用电用户也不一
定清楚具体执行的电价标准”， 市价监部
门提醒，各用电企业及居民家庭对遇到的
用电价格存疑的话， 可以拨打12358进行
咨询、举报，一经查实将会依规严肃处理。
■ 淮海晚报记者 卜英宝 通讯员 孙进

市气象台台长禹继华介绍说，立夏节气的淮安
一般是暮春向初夏的过渡阶段，尚未入夏。
根据气象学上的定义， 入夏意味着连续5天日
平均气温达到22℃以上。 事实上，受降雨天气影响，
我市昨天的最高气温为19到20℃，今天最高气温预
计会回升至25到26℃，但明天又有一股弱冷空气南
下，最高气温又将跌落至22到23℃。
除了最高气温上不去，最低气温与之前相比也
这种
没有明显提高，日温差有时能达到10℃左右。“
天气特点还是很偏向春天的，即气温起伏大、昼夜
温差大、中午热早晚凉等。 但同时也出现了雷阵雨
增多、气温回升快等夏季天气的特点”。 禹继华说。
根据市气象台昨日发布的天气预报，今日多云
偏北风4级左右，最高气温25到26℃，最低气温13到
14℃；6日多云，偏南风3-4级，最高气温22到23℃，
最低气温13到14℃；7日多云转阴，南风3~4级，最高
气温26到27℃，最低气温12到13℃。

◎立夏习俗：斗蛋、称人等
立夏是一个重要的节气， 意味着春天即将过
去，暑热即将到来，此时农作物也进入了生长旺季。
古时，人们非常重视立夏礼俗。立夏这天，帝王
要率文武百官到京城南郊去迎夏，君臣一律穿朱色
礼服，配朱色玉佩，连马匹、车旗都要朱红色的，以
表达对丰收的祈求和美好的愿望。 在民间，江南一
些地方有烹食嫩蚕豆、称人、吃“立夏饭”、斗蛋等。
据淮安民俗专家介绍，过去的老淮安人立夏当
天也有称体重的习惯， 通常用的是一杆大木秤，秤
钩悬一把凳子，大家轮流坐到凳子上称人。 司秤人
一边打秤花，一边讲着吉利话，称老人时要说“秤花
一百零五斤，员外
八十七，活到九十一”；称姑娘说“
人家找上门”；称小孩则说“秤花一打二十三，小官
人长大会出山”等。 称体重的习俗意在提醒大家注
意养生保健，不要“
苦夏”至过分消瘦。 到了立秋日，
再称一下，看过完整个夏天体重是否有变化。
■ 淮海晚报记者 傅停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