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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召开第101次规划委员会会议
晚报讯 昨日，市规划委员会第101
次会议召开，审议运东片区空间发展规
划及所属上河镇、马甸镇、建淮乡总体规
划等5个规划编制项目，淮安区城北单元
CZ-03-09-16、17地块等17个控制性详
细规划调整项目，淮安东站综合客运枢
纽(淮安市高铁枢纽)项目规划方案等4
个重点项目方案，淮洪通道规划方案等2
个重大决策项目，武警淮安市支队干部
宿舍楼独立选址项目。市委书记姚晓东，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戚寿余，副市长赵
权参加会议。
在听取了运东片区空间发展规划
及所属上河镇、马甸镇、建淮乡总体规划

汇报后，会议指出，片区规划要与乡镇布
局优化工作相结合， 整合功能， 理清关
系，引导片区空间结构优化，推进新型城
镇化和城乡一体化发展。 就淮安区三堡
乡严星村村庄规划，会议指出，严星村水
资源丰富，要做好水和生态文章，深化研
究建筑形态，结合党政要求、公共利益、
乡贤心愿、 专家智慧， 按照生态文旅水
乡、江淮特色村落、乡村振兴样板定位，
将严星村建设成一个
“
记得住乡愁”的美
丽村庄。 在听取了17个控制性详细规划
调整项目汇报后，会议指出，规划部门应
及时按照会议要求做好相关调整， 引导
城乡科学发展。就淮洪通道规划方案，会

议指出，洪泽撤县设区，扩大了淮安城市
发展空间，提升了发展品质，需要直达快
捷的通道， 要积极研究推进淮洪通道规
划建设，加快推进淮洪一体、纳湖入城，
提升城市能级。
会议还审议了席桥镇、 宋集乡总体
规划、 淮阴区棉丁片区空间发展规划
(2016-2030)和淮安东站综合客运枢纽、
吾悦广场、反腐倡廉教育基地、裕墨园商
住项目等方案， 研究了城西路过河通道
和武警淮安市支队干部宿舍楼独立选址
方案等，市规划委员会成员、相关专家对
进一步优化提升方案提出了建议。
（陆彦平 宋伟）

传承工匠精神 培养大国工匠
——访全国人大代表、淮钢公司轧钢厂三轧车间副主任杨庚豹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
对过去五年工作的回顾，对今年工作的
部署，非常实在。 ”全国人大代表、淮钢
公司轧钢厂三轧车间副主任杨庚豹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报告》中明确了多

项惠民政策，包括企业一线工人在内的
普通老百姓都将因此受益。
杨庚豹是大国工匠的代表。 他虽然
只有高中文化，但1984年进入淮钢前身
清江钢铁厂工作后，就一头钻进了轧钢
知识的学习与实践中， 在质量攻关、新
品研发等方面成绩卓著，被誉为淮钢的
轧钢大师”，以他名字命名的工作室被
“
评为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
杨庚豹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后，花了
一个多月时间学习代表知识，开展调查
研究。 他说，自己是一名普通钢铁工人，
也是一名工人代表，就要多听听工人的
心里话，多了解工人的需求。 在深入调
研后，他提出弘扬工匠精神的建议。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第三次写入
“工匠精神” 内容， 这让杨庚豹非常振
奋，“看来自己的建议提对了。 ”他说，工
匠是手艺人，练就一副好手艺，培养一
名好工匠，国家、企业、工匠个人都会受

益。 但是炼成大国工匠并不容易，除了
工匠自身要下功夫外， 还需多方面支
持， 以及师徒结对等具体工作入手，为
工匠培养提供有力的物质保障，创造良
好的社会环境。
杨庚豹说，听了李克强总理的《政
府工作报告》后，他对弘扬工匠精神、培
养大国工匠更有信心。 会后，将及时把
全国“
两会”精神带到企业，带到生产一
线，和大家一起把本职工作干好。 同时，
作为一名新代表，自己也将继续认真学
习，深入调研，更好履行代表职责，不辜
负社会各界的期望。
（周洋 季明稳 管伟法）

今年，我市将制定两部法规
晚报讯 记者昨天从淮安市2018
年度立法动员会上获悉，今年，市人大
常委会将制定《淮安市文明行为促进条
例》和《淮安市城市管理条例》两部法
规。
据介绍，制定这两部法规的目的是
要从地方顶层设计层面，提升固化在文
明行为促进、文明素质提升、文明城市创
建、城市管理机制创新、城市综合功能完
善等方面的治理经验，同时从制度层面
来推动解决文明创建中的不足以及热
点、难点、焦点问题，以法治化手段助力

淮安实现城市形象颜值高、 城市品位气
质好的华丽转身。
记者了解到，《淮安市文明行为促
进条例》将于下月提交市人大常委会一
审，《淮安市城市管理条例》 将于6月份
提交一审。 会议要求，为保证明年立法
工作的顺利开展，今年的立法调研项目
要提前做好安排，所有立法调研项目要
在9月份完成并形成调研报告， 为明年
立法选题的确定打下基础，增强我市立
法工作的主动性，促进立法工作健康有
序开展。

据了解，近两年，我市立法工作取
得了明显成效， 共制定出台了6部地方
性法规，其中《淮安市永久性绿地保护
条例》、《淮安市古淮河保护条例》、《淮
安市地下管线管理条例》、《淮安市周恩
来纪念地保护条例》等4部法规，在省人
大常委会获得全票通过；开展了12项专
题立法调研，并首次编制了市人大常委
会五年立法规划，为全市治理体系法制
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了积极贡献。
■淮海晚报记者 杨春阳
通讯员 王丰

守护蓝天白云 打赢“263”硬仗
淮安市民碰到大气污染问题，请与市人大常委会联系
为深入推进我市“
263”专项行动的
开展，今年3月起，市人大常委会将开展
全市大气污染防治专项督查工作。 为提
高监督实效，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我市
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请重
点围绕工业企业废气超标排放，燃煤小
锅炉违规运营，建筑工地扬尘，机动车

尾气超标排放，沿街露天烧烤餐饮油烟
和秸秆焚烧等方面提供问题线索。
您可以在发现大气污染问题时通
过电话联系我们，也可以将相关污染现
象拍摄成微视频通过邮箱发送给我们，
还可以将有关优化调整我市能源产业
结构的积极建议通过信件寄给我们。

截止时间：2018年9月1日
通讯地址：淮安市翔宇南道1号，市
人大常委会环资城建委 （邮政编码：
223001）
联系电话：18652303195 （受理时
间：8:00-20:00）
电子信箱：hardhzcjw@163.com

春运40天全市公路水路
运输旅客359.5万人次
以省内和周边城市客流为主
晚报讯 为期40天的
春运于3月12日结束。 13
日， 记者从市运管部门获
悉， 今年淮安春运总体呈
现“节前松节后紧”、客流
高峰突出、持续时间短、重
点地区运输压力较大等特
点。另外，由于旅客出行方
式的多样化，航空、高铁、
私家车、 顺风车等出行方
式对节后返程客流形成较
大影响， 公路旅客运输量
继续下降。
根据统计，春运期间，
我市公路水路安全运输旅
客359.5万人次。 其中，公
路安全运送旅客357.76万

人次， 同比下降4.09%，累
计发20.16万班次，日均发
5039班次， 主要发往省内
和周边城市，包括上海、南
京、苏州、无锡、镇江、 扬
州、徐州、盐城以及安徽的
部分城市； 全市水路安全
运送旅客1.74万人次，同
比增长69.62%。
在市区城市客运方
面， 公交累计运输旅客
2843.14万人次，现代有轨
电 车 累 计 运 输 旅 客 125.8
万人次， 出租汽车累计运
输旅客604.55万人次。
■淮海晚报记者 孙婧
通讯员 葛敏

金湖至马坝高速公路
通过竣工验收
晚报讯 昨日， 金湖
至马坝高速公路工程项目
竣工验收会议召开。 经过
认真检查、讨论和评议，竣
工验收委员会同意该项工
程通过竣工验收。 该工程
自竣工验收之日起正式移
交江苏金马高速公路有限
公司管理养护，投入运营。
金湖至马坝高速公路
是由淮安市地方自主设计
和建设管理的一条高速公
路， 是连接金湖县城与宁
淮高速的一条重要通道，
同时也是淮安南部地区、

江苏中北部地区联系宁靖
盐高速、京沪高速、宁连高
速、 宁淮高速以及宁宿徐
高速横向通道的重要组成
部分。金马高速建成通车，
对省委、省政府提出的“高
速公路直接沟通全省范围
内所有县级城市” 目标的
实现， 优化我省高速路网
结构， 增强路网的通达性
和覆盖面，加快苏北振兴，
促进区域经济发展都将发
挥重要作用。
■淮海晚报记者 何弦
通讯员 龚健

瞻仰缅怀周总理
深度开展“
一学三讲
“
活动
晚报讯 为认真学习
贯彻十九大精神， 深度开
展“一学三讲”活动，昨日
上午， 江苏天泉湖开发建
设有限公司组织首批50余
名员工， 前往周恩来纪念
馆瞻仰周总理。
走进展厅， 一幅幅以
纪念周恩来总理的油画，
一件件周总理生前所用过
的物品， 导游讲述的一个
个真实的故事， 都深深地
打动着现场的每一个人。
“周总理毫无保留地将毕
生精力奉献给了党和人
民。 他身上集中体现了中
国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
在中国人民心中矗立起一
座不朽的丰碑。 我们缅怀
周总理， 就是要永远铭记
和认真学习他的精神，使
之不断发扬光大。”一位老
党员由衷地感慨道。
“
今年3月5日是周恩
来总理诞辰120周年，借此

契机通过本次参观活动，
培养公司全体员工讲纪
律、 讲质量、 讲效率的意
识。正如周总理所言‘
坚持
一切从实际出发， 反复倡
导要讲真话、鼓真劲、做实
事、收实效，干劲要大，步
子要稳，既要有雄心壮志，
尽快赶上先进水平， 又要
循序渐进， 不能一步登
天。”江苏天泉湖开发建设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喜源
表示，“通过学习周总理克
勤克俭的生活作风、 虚怀
若谷的人格魅力、 公而忘
私的奉献精神， 会更加激
发我们员工的使命感和责
任感， 自觉地将智慧和力
量汇聚到企业的整体目标
上。 同时也能赋予员工荣
誉感， 激励每个人发挥主
人翁精神， 在各自岗位上
多出成绩， 更好地为区域
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
（张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