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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市政府召开民族宗教工作会议
晚报讯 昨日， 全市民族宗教工作会议召
开。 市委书记姚晓东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
记、代市长蔡丽新主持会议，市委常委、宣传部
长、统战部长陈涛作工作报告，市领导许步健、
邱华康等出席会议。
姚晓东说，近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和省
委、省政府坚强领导下，全市各级党委、政府认
真贯彻执行党的民族宗教工作方针政策， 推动
民族宗教工作取得一系列新成绩， 民族关系更
加团结，宗教关系更加和顺，少数民族群众和信
教群众与全市人民一道， 为推动淮安科学跨越
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他指出，在民族宗教问题
上，我们一定要有足够的清醒认识，要清醒认识
做好新形势下民族宗教工作事关国家长治久
安，事关淮安发展大局，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十
三五”时期，是淮安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决胜阶段， 也是奠定苏北重要中心城市地位的
决战阶段。 要把各族人民和广大信教群众的智
慧力量进一步发挥出来， 共同建设富裕和谐家
园，共同享有改革发展成果。
姚晓东要求，各级要高举团结旗帜，着力促
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 要寻求民族团结“
最大
公约数”，针对我市少数民族“大分散、小聚居”
的特点，打造更多有利于各民族交流的载体，营
造我市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社会
环境；要大力推进城市民族工作，建立相互嵌入
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 推动城市民族事务
治理法治化，促进民族和睦；要进一步加快民族
村组经济发展，加强民族村组基础设施建设，加
强特色村寨建设，努力把潜在的资源优势、文化
底蕴转化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要坚持因势利导，
牢牢把握宗教工作主动权。 坚持党的宗教工作

基本方针，始终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使宗教更
好地适应当今社会、适应本土发展；要构建积极
健康宗教关系，促进宗教关系和谐；要不断提高
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
以星级宗教活动场所认定为抓手， 扎实推进宗
教活动场所建设规范化、制度化、标准化；要大
力支持宗教界加强自身建设， 抓好宗教团体建
设和宗教人才培养； 要有重点地做好各宗教工
作，结合各自情况，抓住主要矛盾、解决突出问
题，坚决抵御境外利用宗教和互联网进行渗透。
姚晓东强调，全市各级党委、政府要切实加
强对民族宗教工作的领导， 坚持把民族宗教工
作摆在重要位置， 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和领导班
子考核体系， 各级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要切实担
负起本地民族宗教工作第一责任人的职责；要
健全完善工作机制， 健全市委民族宗教工作领

省纪委来淮调研
“阳光扶贫”系统运行情况
晚报讯 5月18-19日，省纪委副书记、监察
厅厅长王立平一行来淮考察调研“阳光扶贫”系
统建设和实际运行情况。 省委农工办主任赵旻，
省纪委常委陈志扬， 市委书记姚晓东， 市委常
委、市纪委书记李晓雷等参加调研。
王立平一行现场考察了“阳光扶贫”系统平
台运行情况，听取了我市“阳光扶贫”工作情况
汇报。 王立平表示，淮安通过“阳光扶贫”系统建
设，加强监管、提升绩效，保障扶贫济困资金运
用在扶贫济困工作上，达到精准扶贫，从而实现
精准脱贫，看后令人启发、感触很深。 王立平说，
扶贫是责任，是使命，是共产党员对人民的诺言
和初心。 一些基层干部把手伸向扶贫资金，这种
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令人痛心。 我们要在精准
扶贫过程当中发现问题， 监督改进处理这些问

题。 希望淮安“阳光扶贫”系统能够正式运行、真
实运行、实时运行，相关部门真正融合起来，纪
委发挥好监督作用，让扶贫事项透明公开，扶贫
资金真正用在帮助贫困群众精准脱贫上。
姚晓东说，“阳光扶贫” 是省委交给淮安的
重要任务，我们有信心、有决心、有压力、有责
任， 切实把上级交给的任务担当起来、 落实下
去，为全省探好路、作贡献。 在推进“阳光扶贫”
系统的过程当中，要重点抓好入库问题、项目运
作、资金运行和绩效评估。 要多宣讲精准扶贫的
政策和“阳光扶贫”的意义，做好贫困户家庭情
况摸底调查，与他们共商脱贫措施，进行务实帮
扶，激发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信心和热情，做好
帮扶成果的核实和上报工作。 各级各类扶贫资
金和资源必须应进尽进， 扶贫项目能实现动态

反映和自动预警， 项目进展情况由系统实时自
动生成。
姚晓东指出，“阳光扶贫” 系统体现出来的
是数据，但我们要通过技术手段的创新，推动扶
贫理念、制度、路径、方法的创新，将精准扶贫要
求落到实处，真正实现精准脱贫的目标，确保在
奔向高水平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一个都不少。
在淮期间，王立平一行赴金湖县实地调研。
在金北镇新街社区，王立平一行实地观摩了“阳
光扶贫”系统网上操作流程，并看望慰问了贫困
户。 他指出，要通过基层实践推动平台建设，以
平台建设来探索制度的完善， 从而将精准扶贫
要求落到实处，真正推动“阳光扶贫”目标的实
现。
（陆彦平 叶列 苗大成）

越南司局级党政干部考察团
考察政务服务“淮安模式”

市政务办党委书记、主任张守美（左一）向考察团介绍情况
晚报讯 昨天上午， 越南司局级党政干
部考察团一行来到淮安政务服务中心参观考
察，受到市政务服务中心的热烈欢迎，宾主双
方就政务服务改革、创新进行了座谈。
越南司局级党政干部考察团一行从南京
来到淮安， 市政务服务中心是考察团来淮考
察的第一站。 考察团一行先参观了政务服务
大厅。 我市政务服务大厅于2014年6月投入运
行， 是目前全国最大的开放式市政务服务中
心。 按照“
三集中三到位”的要求推行集中式
服务， 已经实现市本级57个部门420多项许
可、初审和服务事项集中入驻市政务中心，中

心大厅设置262个窗口，进驻各部门单位工作
人员700多名，基本实现了“进一个门，办所有
事”。 靓丽有序的大厅，高效便捷的服务赢得
了考察团一行的赞许。
在市政务中心“四联合”办公室，考察团
一行兴致勃勃地走进工作间与工作人员交
流。 据介绍，我市在联合踏勘、联合评估、联合
图审、联合验收“四联审”改革试点方面取得
重大突破， 在全国率先实现了网上数据化联
合审图，这一技术和做法在全国推广。
“你们的结婚证是怎么办理的？ ”“
57个部
门的人到中心办公， 他们与原部门是啥关

系？ ”“
你们的服务网是国内开发的还是国外
开发的？ ”……淮安政务服务的点点滴滴，引
起了越南党政考察团的高度关注。
据介绍， 我市是全国“互联网+政务服
务”信息惠民试点城市之一，通过实施“互联
网+政务服务”工程，推进“一号一窗一网”建
设，做到“
应上尽上、全程在线”。 这不仅方便
了群众办事，简化了政府部门人员的工作程
序，提高了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还实现了
政务服务从过去存在的“门难进、脸难看、事
难办” 时代走向依托淮安政务服务“一张
网”，实现“全程在线不见面”新型智慧政务
服务时代。
另据了解，我市已经开通了外网办事大
厅，实时对接非税缴费平台、联合图审平台、
12345政府公共服务平台、 公共资源交易平
台、社保查询、公积金查询等数据，实现了46
个市级部门1500多个事项信息全网公示，推
出乐开餐馆、美容美发、食品销售等17个大众
创业服务套餐， 解决公众在实际办理过程中
的怎么办、在哪办、如何办等诉求。 截至目前，
已有153个便民服务事项实现网上实时查询，
435个审批事项实现网上申报、咨询、处理、反
馈、邮寄等环节网上办理，能够做到“网上办、
快递送、不见面”。
■淮海晚报记者 江安 祝洁
通讯员 孟爱民

导小组和民族宗教工作联席会议机制； 要配齐
配强工作队伍， 重视民族宗教工作干部队伍建
设，加强民族宗教干部交流和培养使用。
就贯彻落实会议精神，蔡丽新要求，各地各
部门要切实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央和省、 市委
关于民族宗教工作的总体部署上来， 以高度的
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准确把握新形势下
民族宗教工作的特点和规律，进一步细化责任、
健全机制、配强队伍，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
方式做好民族宗教工作， 推动本次会议的各项
决策部署落细落实。 要广泛凝聚智慧和力量，引
导少数民族群众、 信教群众和宗教界人士积极
投身到推进“两聚一高”、实现“两大目标”的建
设中来， 不断巩固发展我市民族团结、 宗教和
谐、社会稳定的良好局面。
（陆彦平 周育雄）

“淮安档案”
微信公众号上线
晚报讯 昨日，“淮安档案”微信
公众号正式上线运行。 该微信公众号
不仅会公布淮安市档案馆部分珍贵
档案，还将为市民打开一扇了解档案
馆（档案局）的窗户。
据了解，该公众号共包括信息传
真、服务之窗、档案文苑三个一类栏
目， 每个一类栏目下包括三个子栏
目。 正式运营后，计划每周推出三期，
力求内容丰富、形式新颖，成为传播
档案资讯、 提供档案公众微服务、弘
扬淮安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的新媒
体平台。
■淮海晚报记者 刘权

多条公交线路
临时调线
晚报讯 昨日，淮海晚报记者从
市城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获悉，因北
京西路与北京北路路口施工，由东向
西方向禁止通行， 自5月18日起公交
19路、33路、93路临时调整。
33路、93路公交绕行走向是淮海
北 路——
—北 京 西 路 —北
—— 京 北
路——
—军营路，恢复原线；不再停靠
的站点是淮阴区三中、 公园一号、茂
盛路、黄河西路·公园路；沿途增设北
京西路站、西坝站。
19 路 公 交 绕 行 走 向 是 北 京 西
路——
—北京北路——
—黄河西路，恢复
原线；不再停靠的站点有淮阴区三中
站、公园一号站、茂盛路站、西坝公园
站；沿途增设黄河西路·公园路站、北
京西路站、西坝站。
此外，因福地路（通源路——
—景
会路段）、丹山路（枚皋路——
—涌翠路
段） 施工禁止通行，5月19日-5月25
日， 公交26路、88路、76路将临时调
整。 26路、88路公交的绕行走向为翔
宇大道——
—枚皋路——
—明志路——
—
景 会 路——
—涌 翠 路 —山
—— 阳 湾
路——
—福地路——
—丹 山 路——
—公 交
新城停保场； 不再停靠通源路站、梧
桐公馆站、丹山路站；沿途增设妇女
儿童活动中心站、板闸岔口站、行政
中心南门站、山阳湾路站、淮中新城
校区站。
76 路 公 交 的 绕 行 走 向 为 景 会
路——
—明志路——
—枚皋 路 ——
—翔 宇
大道——
—枚皋路——
—景会路，恢复原
线；不再停靠景会路站；沿途增设站
点行政中心南门站。
■淮海晚报记者 祝洁
通讯员 谈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