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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领导看望慰问原地市职老同志
晚报讯 昨日下午，市委书记姚晓东
看望慰问原地市职老同志，向老同志们致
以新春的良好祝愿，称赞他们为市委市政
府中心工作积极出谋划策，为淮安发展汇
聚起满满的正能量。 市领导李伟、李森、孙
晓阳参加慰问。
姚晓东来到刘学东家中，称赞刘老退
休后仍然积极支持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
现任市关工委主任，满怀热情地投入到关
心下一代工作中去。 姚晓东说，市关工委
工作开展得非常好，在全省乃至全国一直
是先进典型， 创成了很多新的工作品牌，

取得了很多新的工作业绩。 市委常委会听
取关工委工作情况汇报时， 大家都很感
动。 陈从亮退休后曾担任市老区开发促进
会会长、市政协之友联谊会会长。 姚晓东
对陈从亮等老同志关注支持市委市政府
工作表示感谢。 陈从亮说，作为一名老同
志，应该带头发挥示范作用，为大局工作
汇聚起正能量。 现在淮安正处在经济转型
升级的关键期，市委市政府带领全市人民
攻坚克难、锐意进取，经济社会发展取得
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老同志们对此衷心祝
贺， 希望淮安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

下，各项工作不断迈上新的台阶。 今年已
经93岁高龄的李登先老人，离休后曾任淮
安市扶贫协会会长、淮安市老区开发促进
会名誉会长。 目前身体状况欠佳，正在住
院治疗。 姚晓东来到医院病房，详细了解
李老病情和治疗情况。 医生说，住院治疗
后，李老病情逐渐好转，取得了很好的治
疗效果。 姚晓东很高兴，希望李老安心养
病，早日康复。 离开医院时，姚晓东叮嘱李
老家人照顾好老人， 祝愿他们阖家幸福，
新春快乐。
（杨尚）

市领导看望
海关检验检疫局干部职工
晚报讯 昨日下午，市委书记姚晓东
来到淮安海关、淮安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看
望一线员工，对大家为淮安经济发展所作
的努力和贡献表示感谢，希望大家在新的
一年里，保持好传统，再作新贡献。 市领导
李森、顾坤参加活动。
姚晓东指出，2017年， 全市外贸进出
口总值同比增长37.8%， 增速跃居全省第
一。 淮安海关、淮安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等
涉外部门作出了突出贡献。 市委、市政府
对大家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衷心感谢。 今
年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开局之年，
我们还将迎来周恩来总理诞辰120周年，
做好今年工作，具有极其重要意义。 希望
海关、 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等涉外部门，与

全市人民一道，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
署，紧扣“两聚一高”，聚焦“两大目标”，突
出“三个着力”“四大攻坚”“五件大事”，激
发精气神，汇聚正能量，为淮安改革发展
事业作出新的贡献，真正展示建设好周总
理家乡的“象征意义”。
淮安海关连续三年获评南京关区“四
好”先进基层单位。 全国通关一体化改革
成效明显，提前完成压缩通关时间三分之
一，进口通关时间关区最短。 推进加工贸
易一体化改革，实现辖区75家加工贸易企
业全覆盖。 通关作业无纸化率长期保持
99%以上，居于关区前列。 苏北率先上线
综保区“
掌上物流”通关模式。 跨境电子商

务平台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 姚晓东来到
海关干部职工中间， 与大家握手聊天，致
以新春的问候，希望大家在新时代创造新
业绩，在新征程上书写更加精彩篇章。
淮安出入境检验检疫局2017年共检
验检疫出入境货物10055批， 签发原产地
证18459份，机场口岸检疫查验航空器434
架次，检疫查验进境集装箱4892标箱。 姚
晓东来到业务窗口处，了解出入境检验检
疫“审单放行”新模式和技术平台建设情
况，对该局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聚焦优
势产业，服务新兴产业，在惠企便企中积
极作为给予充分肯定，希望大家保持好传
统，激发精气神，在淮安经济发展大潮中
作出更大贡献。
（杨尚）

市政府召开八届第19次常务会议
晚报讯 昨日下午，市长蔡丽新主持
召开市政府八届第19次常务会议， 研究
《淮安市生态河湖行动方案》、全市经济发
展大会相关文件，听取全市农村相对集中
居住工作、安全生产工作、市政府2018年
度立法和规范性文件制订工作计划等情
况汇报。 市领导戚寿余、王红红、刘必权、
顾坤、肖进方、赵权等出席会议。 部分市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受邀列席会议。
自去年11月份市委、市政府专题部署
推进以来，在各地各有关部门的积极努力
下，农村相对集中居住工作取得了初步成
效。 在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后，会议就做好
下一步工作提出四点意见：一要加强统筹
协调和组织实施。 坚持市县镇村四级联
动，市直有关部门要做好指导服务，县区
要落实好主体责任， 镇村要积极主动作
为。 二要强化规划引领和政策指导。 结合
乡镇布局优化，进一步完善乡村布局和集

中居住点规划，高水平开展住宅和套型设
计工作，充分体现江淮地域风貌和人文特
质。 要深化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土地使用
制度和产权制度改革， 出台配套措施，强
化政策保障。 三要尊重乡村发展规律和群
众意愿。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相关政策和搬迁
方案要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切实改善群众
生产生活条件。 四要加大督查推进力度。
加强督查指导，定期通报情况，及时研究
解决存在问题和制约瓶颈，确保工作顺利
推进、早见成效。
围绕落实 《江苏省生态河湖行动计
划》，市水利局牵头起草了《淮安市生态河
湖行动方案》。 就抓好方案实施， 会议强
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迅速行
动，把这项工作抓紧抓好抓出成效，努力
走在全省前列；要严格落实河长制，加强
指导协调， 推动相关单位抓好任务分解、

措施落实和制度机制建设；要强化系统性
思维、一盘棋思想，加强协作配合，形成工
作合力。
在听取全市安全生产情况汇报后，会
议指出，各地各部门要始终绷紧安全生产
之弦，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国家安监总
局和省安全生产会议部署要求，坚决守牢
安全生产底线， 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要持续开展安全专项行动，深入排查和整
改事故隐患， 做到隐患治理动态归零；要
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强化企业主体
责任，确保安全生产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会议还研究了《淮安市政府重点产业
发展基金管理办法（试行）》和《关于加快
培育百亿工业企业的意见》 等相关文件，
听取了全市经济发展大会筹备情况、市政
府2018年度立法项目计划和规范性文件
制订工作计划汇报，并就下一步工作提出
要求。
（汪凯 周洋 唐筱葳）

征集令一出 满满祝福声
新年祝福语征集14日截止，将刊登在年三十的晚报上
晚报讯 狗年新春越来越近了，新春
祝福语的征集也愈加火热起来……@小
伙伴们，赶紧编辑祝福语发送至淮海晚报
官方微信后台，以表达你对祖国、亲人、朋
友或者自己的美好祝愿。 祝福语将会刊登
在大年三十（2月15日）的淮海晚报上，淮
海晚报官方微信也将同步推出。
征集令一出，祝福语潮涌般而来。
网友“
雪儿”：“希望儿子不负努力，明
年小高考冲4A，一家人健健康康、开开心
心的。 再俗气点的话就是爱我的和我爱的
人都万事如意。 ”
网友“
sunan”：“淮报老师新年快乐、

阖家幸福， 全体淮海晚报员工新春愉快、
万事如意，淮海晚报越办越好！ ”
网友“淮安人”：“在新的一年里，我想
祝大女儿学业有成， 小女儿学习进步，老
公生意发达，自己幸福开心，也祝我们全
家狗年大吉！ ”
网友“淮安西毒”：“新的一年，祝福祖
国更加强大， 祝福我们淮安人民生活更加
美满，祝福全市人民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
……
你的祝福语呢？赶紧来秀秀吧。小编特
别提醒，征集活动将于2月14日中午12点截
止。 只要编辑
“
祝福语的内容+姓名+联系

方式”发送至淮海晚报官方微信后台即可。
新年快到了，小编在后台等着你，也想沾沾
你们的喜气。
■淮海晚报记者 金义旻

淮海晚报官方微信二维码

8支处突机动分队定点值守

全市巡特警部门
启动春节安保工作
晚报讯 记者昨日从市公安局获悉，为确保市民度
过一个安全祥和的春节，全市巡特警部门启动了春节安
保工作，实行巡逻值守互补举措，确保防控全面覆盖。
据介绍， 巡特警部门依托巡区巡段和应急堵控点、
警务工作站、处突机动队、交警治安岗亭、派出所警务
区、社会治安联动点，以及一批重点位置视频监控点位，
织密陆空全覆盖巡防网络。 巡特警部门常态下安排50%
警力参与路面巡防，配齐单警、单车及枪支等装备，坚持
显性用警，做到见警力、见警车、见警灯，提升见警率、管
事率；春节安保期间梯次提升为加强、战时等级，投入警
力分别占总警力的65%、77%。 其中清江浦区公安分局巡
特警大队每日投入2组汽车巡组、56组摩托车巡组，围绕
主次干道亮灯巡逻，挤压违法犯罪空间。
根据节日期间市民集中的情况， 巡特警部门在万
人员密集场所处置控制圈”，部
达、新亚、文庙等地建立“
署8支处突机动分队定点值守，与警务工作站互为依托，
随时处置突发警情；在一、二类巡区投放51个武巡车组，
车、步巡结合巡线守点。 巡特警支队综合大队副大队长
卢刚介绍说，巡特警形成了以专业力量为主的点线面结
合、动静结合、明暗结合、全时空覆盖、上下联动、攻防兼
备的社会面巡逻防控网，街面见警率提升了30%。
此外，针对年终岁末易发的盗窃侵财案件，巡特警
支队组建4个便衣巡组，深入市区上海路、开元路等易发
案部位进行不间断巡逻侦查。 春节安保期间，为有效提
升打击效能，确保群众财产安全，全市公安巡特警部门
新组建了专业信息研判队，对案件多发地段、发案特点、
嫌疑人特征等情况进行分析，与街面便衣巡组进行信息
采集、研判分析、指令处置实时互动，实现了24小时“研
判查证处置一体化”运作，精确指导打击违法犯罪行为。
“目前，全市巡特警部门已实现数据信息贴近实战、勤务
指挥扁平高效、防范打击实效精准。”市公安局巡特警支
队副支队长张跃成说。
■淮海晚报记者 何剑峰 通讯员 苏士金 贾让

保供水 保供气 保安全

我市开展节前保供专项检查
晚报讯 为保障春节期间我市自来水与燃气的安
全生产和正常供应，昨日下午，市市政局组织开展了春
节前供水供气企业保供安全大检查工作。 从现场检查
的结果看，总体情况良好。
在市区北京路水厂， 检查人员查看了水厂的沉淀
池、滤池等净水设施，了解了目前水厂的运行情况。 水
厂负责人介绍说，最近可能由于外出务工等人员返乡，
导致市区用水量大增，水厂一直在超负荷运行。 检查人
员要求水厂在春节期间安排责任人和抢修人员， 积极
应对突发情况，确保市区自来水安全正常供应。
随后检查人员来到武墩天然气门站、 天福燃气储
配站等多家燃气单位， 对燃气保供与安全生产情况进
行实地检查，并要求这些单位设立春节应急值班表，加
强巡查安保工作，保证春节期间燃气供应稳定有序。
■淮海晚报记者 包顺宇 通讯员 陈洪涛 崔馨雨

内环高架燃气管线
迁改工程全面完成
晚报讯 11日23点30分，随着最后一道焊缝焊接成
功， 市区内环高架工程燃气管道迁改工程全部完工，新
老管道成功碰接切换。
据淮安市市区快速路和高铁枢纽工程指挥部综合
协调办公室工作人员介绍，市区内环高架建设项目涉及
总长约28千米的燃气管道改迁工作，包括西安路、延安
路、黄河路等全线燃气主供管道以及迎宾大道等支管的
迁建，横跨京杭运河、里运河等重要河流，工程量大、任
务繁重。 通过科学谋划、精心组织以及相关各方的全力
支持，管道迁改克服交叉施工难题，赶在了春节前全面
完成。
■淮海晚报记者 何弦 通讯员 龚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