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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走前列 　 全面上台阶
抒写淮阴更高水平
小康社会新画卷

———在区委十二届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区委书记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３０日）

这次区委十二届三次全体会议的主要任务
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省市区党
代会，中央、省经济工作会议和市委七届三次全会
精神，回顾总结近三年来的工作成绩，描绘今后三
年工作蓝图，部署安排明年的工作任务，组织动员
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干群进一步坚定信心，振
奋精神，埋头苦干，立足新的起点，实现新的跨越，
抒写淮阴更高水平小康社会新画卷。下面，我根
据区委常委（扩大）会议研究的精神，讲四个方面
的意见。

一、开拓奋进的过去三年，淮阴发展实现了大
的突破
２０１４年以来，面对各种挑战和困难叠加的复

杂局面，区委紧紧团结全区干群，围绕“苦干三五
年、面貌大改变，努力建设实力强城乡美群众富的
幸福淮阴”的目标，始终保持工作思路的连贯性、
延续性，一锤接着一锤敲，一茬接着一茬干，打下
了坚实的项目基础、产业基础、创新基础和群众基
础，全区各项工作思路明确、措施具体、推进有力，
呈现出蓬勃向上的发展态势。今年预计实现地区
生产总值４３６亿元，增长９％；完成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４０ ８亿元；实现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２８４３０元、１３４４７元，分别增长８ ５％、９ ５％；提前

半年完成外资到账任务。可以说，通过三年探索、
三年奋斗、三年苦干，区委提出的工作思路得到全
面贯彻，取得的成效逐步显现，淮阴已经站在一个
新的发展起点上。

我们抓改革促创新，全区发展活力更强。我
们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用改革的思路破解难
题，以创新的举措赢得发展先机。进一步完善目
标考核办法，积极探索谋划目标差别化考核、乡镇
部门捆绑考核等新的考核体系，最大限度激发各
个乡镇和部门的潜力。进一步加快载体建设，国
家级高新区创建获科技部等６部委认可，待国务
院批复；国家农业科技园区６大类１９项验收指标
全部达到标准，创新能力监测指标在全国同类园
区中排名第三，待科技部验收通过；商贸服务中心
主动策应“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互联网＋”要
求，配套功能不断完善，电商创业孵化工程全面启
动，成为全区就业创业的重要平台。进一步破解
发展要素瓶颈，抓住我市作为全国新型城镇化土
地使用制度改革试点契机，探索农村先安置后搬
迁模式，新形成可用土地挂钩指标近万亩；尝试城
市安置房建设新模式，将安置小区建设与商业开
发相结合，努力向规划要效益；创新组建村级土地
耕种服务社，解决农村“谁来种地、怎么种地”
问题。

我们抓项目打基础，全区发展后劲更足。我
们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主动完善和调整招
商引资考核办法。内资招引上，任务一下三年，给
乡镇和部门更大的空间抓好项目、真项目、大项
目，先后招引了总投资２００亿元的富强新材料、总
投资１５０亿元的德科码半导体、总投资１３０亿元
的时代芯存相变存储器等３个超百亿元项目，开
工建设了总投资１２ ５亿元的淮江科技、总投资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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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的中业慧谷软件创意园等一批超１０亿元项
目。三年来，经市重点办认定，全区新开工超亿元
项目８０个，其中超１０亿元项目８个；新竣工超亿
元项目６０个，其中超１０亿元项目３个。外资招引
上，实行责任主要领导承担、任务五大平台为主、
激励面向全区上下，树立真抓外资、抓真外资的鲜
明导向，每年均提前超额完成全年任务。创新实
施招商引资信息定期汇报制度，全年召开会议２２
次，收集超亿元项目信息２３９个，其中总投资１００
亿元的益威汽车电池、总投资２２亿元的遨珀汽车
等５５个项目信息转化为签约项目。

我们抓城市带农村，全区发展空间更大。我
们坚持把新型城镇化作为新一轮经济发展最大的
潜力和优势，深入推进城乡统筹，城市建设呈现崭
新面貌，建成区面积达４１ ６平方公里，人口达
２５ ２万。确立了“一城五片”“一区五园”的战略
布局，提出了产城融合示范区、创业创新首选地、
生态宜居新家园的目标定位，城乡统筹发展目标
更明、方向更清。城市名人酒店收归国有并即将
营业，农工商地块重新开发，淮阴核心商业圈加快
推进。实施总投资８０亿元的棚户区改造工程，搬
迁安置群众３３２７户、面积６２ ７万平方米，新开工
商品房面积２００多万平方米、保障性住房面积１６０
多万平方米。银川路、淮海路盐河桥等重要道路
桥梁建成通车，西互通改造、淮海路拓宽工程圆满
完成，５０３省道机场连接线加快推进，徐宿淮盐、连
淮扬镇高铁淮阴段启动建设，盐河航道“五改三”
全面完成，淮阴港城西作业区建成运营，交通网络
更加健全。渔沟、徐溜两个国家重点镇规划建设
有序推进，“十个一”基础设施项目基本完成。吴
集、凌桥等１２个乡镇开通镇村公交，惠及１４５个
村居４０多万群众。生态文明建设稳步推进，村庄
环境全域整治以区为单位顺利通过省级正式验
收，建成国家生态区。

我们抓民生做实事，全区发展导向更明。我
们坚持把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７０％以上、新增财力
８０％以上用于保障改善民生，持续实施“为民３０
件实事”，“十二五”脱贫奔小康任务顺利完成。就
业形势始终保持稳定，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２ ２５％。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高，城乡低保、城乡
居民基础养老金、企业养老保险待遇以及政策范
围内基本医疗保险报销比例等全面提标。教育质
量全面提升，教育布局全面优化，与民盟江苏省

委、市教育局合作进一步深化，创成省教育现代化
先进区、通过全国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区现场
评估验收。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稳步推进，全省“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现场会在淮召开，基层医改“淮
阴模式”在全国交流推介，淮安一院、淮安口腔医
院、淮安肿瘤医院、淮阴人民医院、区妇幼保健院
协同发展的新格局初步形成，淮阴医疗中心地位
进一步凸显。人口计生工作取得突破，被评为新
一轮全国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先进区。新闻外宣氛
围浓烈，人民日报、新华日报、淮安日报等主流媒
体用稿全市领先，新媒体宣传精彩纷呈，为全区发
展提供了强有力的舆论支持。文化事业更加繁
荣，“漂母杯”“韩信杯”母爱系列文体活动先后走
进欧洲、大洋洲，以“漂母杯”为主的文化交流获江
苏省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奖。社会治理不断创新，
网格化社会治理、综治信息化应用成效显著，一批
信访积案得到有效处置，连续两轮被省委省政府
表彰为“全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集体”，被市
政府表彰为“六五普法先进县区”，法官参与党群
议事会在全省、全国产生影响，被评为“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年度淮安市十大法治事件”，公众安全感和法
治满意度处于全市前列。新四军刘老庄连纪念园
被命名为“国家级烈士陵园”，区文化馆晋升为国
家一级馆。

我们抓党建聚合力，全区发展风气更正。我
们强化主业意识、落实管党责任，扎实开展党的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和“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圆满完成区乡两级党委以及村
级党组织换届工作。创新党建周例会制度，丰富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专题系列党课内容，开展情
境教学党课基层文艺巡演，实施“两为”整治、“小
五长”整治等２０多个专项整治项目，党员干部的
党性意识和政治素养得到进一步加强，党群干群
关系进一步密切。强化“一岗双责”，将各项主体
责任分解到每位班子成员，督促各自抓好分管条
线、系统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实行主体责任季
度工单机制，向各单位派发主体责任季度工单，促
进领导干部知责尽责、主动作为。建立基层党建
督导机制，在全区成立１０个基层党建工作督导
组，定期对各单位党建工作进行督导。开展全方
位政治巡察“体检”，成立区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
设立专门巡察组，首轮４个巡察组全部进驻被巡
察单位。加大反腐倡廉力度，三年立案查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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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２起，涉及科级干部７２人，进一步优化了党风政
风，涵养了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与此同时，人
大、政协作用充分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红十
字会等群团组织桥梁纽带作用不断增强，统战、人
武、老干部、关心下一代、党校、机要、保密、对台、
侨务、档案、党史等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民主团
结、和谐发展的氛围更加浓厚。

收获伴随着艰辛，成功凝聚着心血。淮阴能
取得今天的成绩，是上级党委政府正确领导的结
果，是全区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团结
拼搏的结果，是驻淮帮扶工作队、离退休老同志、
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等社会各界大
力支持的结果。在此，我谨代表中共淮阴区委，向
所有为淮阴发展作出贡献的同志们、朋友们表示
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存在的差
距和不足，如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相对还比较低，
还存在一定数量低收入人口；城乡二元结构比较
突出，城镇化水平还不是很高，重点中心镇建设现
在速度比较快，但是历史欠账太多；少数干部能力
素质与发展需要不相称，干部的工作作风和担当
意识需要进一步加强，等等。对此，我们必须高度
重视，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加以解决。

二、充满希望的未来三年，淮阴发展将再攀新
的高峰

俗话说，五年看三年，贯彻落实好区第十二次
党代会精神，未来三年至关重要。立足现有优势，
着眼淮阴未来，我们应该有求突破、争上游的底气
和信心，我们应该有发展更好一些、走得更快一些
的决心和气魄，只要我们保持求真务实的工作作
风、一着不让的工作激情，今后一段时期，淮阴将
迎来一个快速腾飞、跨越崛起的黄金期，实力强、
城乡美、群众富的幸福淮阴一定会展现出更加壮
美的现实模样。为此，全区上下一定要有这份前
景自信、目标自信、措施自信。

全市走前列，要求我们大力推动创新能力上
台阶，做创新发展的引领区。淮阴要想在激烈的
区域竞争中脱颖而出，必须坚持创新驱动这个核
心战略不动摇，依靠创新激发活力、破解难题、闯
出新路。我们要培育多元化的创新引擎。客观分
析淮阴实际，我们有实施创新驱动的众多平台，只
要我们因势利导、乘势而上，一定能够谱写属于淮
阴的创新篇章。高新区要在确保创成国家级的基

础上，紧紧牵住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加快集聚
高端要素、发展高端产业，着力形成以创新为引领
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方式。今后三年，高新区每年
要新开工１个超百亿元项目，新上高新技术项目５
个，引进国内创新人才１６人，高新技术企业数占
比超４０％，初步形成独具特色的创新体系。农科
园要继续放大“国字号”招牌的带动效应，坚持走
科技引领、城乡统筹推进的路子，培育支柱产业、
打响对外品牌，使农科园成为全区乃至全市现代
农业科技示范区、农村综合改革先行区、三产融合
试验区和“四化同步”样板区。我们要构建科学化
的创新机制。要推动全面创新，着力推进发展理
念、体制机制等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大创新，
让改革创新贯穿全区一切工作，成为推动发展的
不竭动力源泉。今后三年，要在招商帮办方式、目
标考核体系、党建工作优化、城乡统筹发展等方面
持续加大创新力度，打破传统思维，克服路径依
赖，让创新在淮阴蔚然成风。我们要打造优质化
的创新环境。各级领导都要做创新的自觉践行
者、创新生态的营造者和创新的坚定支持者，从政
治、组织、制度、政策等各个层面给予全力支持，着
力把淮阴打造成为最具吸引力、最富成功机会的
创新热土，着力让一切创新资源充分汇聚、让一切
创新要素有效激发、让一切创新力量全面整合，把
创新鲜明写在淮阴发展的旗帜上。

全市走前列，要求我们大力推动产业层次上
台阶，做新兴产业的集聚区。淮阴要想实现跨越
崛起，必须从过度依赖传统产业向传统产业升级
和新兴产业培育转变，依靠产业的转型，带动发展
的升级。今后三年，我们要大力实施“十百千”工
程，增创淮阴产业发展新优势。十，就是重点打造
高端机械装备、电子信息、汽车制造及零部件、食
品加工、盐化新材料五大工业产业和高端商贸、现
代物流、特色文旅、养老养生、电子商务五大服务
业产业，打造淮阴十大特色产业群。到２０１９年，
五大工业产业占全区工业经济总量７０％以上，成
为淮阴工业的核心支柱；战略性新兴产业占规模
工业产值比重达３０％以上，净增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５０家、上市企业２家。百，就是主攻三大百亿
项目、培育四大百亿产业。抓住目前在建的富强
新材料、德科码半导体、时代芯存相变存储器三大
超百亿元项目，做到力量聚焦、服务聚焦，确保每
年开工一个百亿元项目，竣工一个百亿元项目，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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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码半导体项目确保２０１７年竣工投产，时代芯存
相变存储器项目力争２０１８年竣工投产，富强新材
料一期项目力争２０１９年竣工投产。依靠现有和
在建的骨干企业，确保到２０１９年盐化新材料产
业、电子信息产业开票销售均超３００亿元，高端机
械装备产业开票销售超２００亿元，食品加工产业
开票销售超１００亿元，着力在培育百亿产业上迈
出坚实步伐。千，就是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奋
斗，通过百亿项目和百亿产业的打造，在扩大总
量、提升质量、集聚能量中全面提高淮阴工业整体
实力和综合竞争力，力争到２０１９年，全区规模工
业开票销售突破１０００亿元大关，开创淮阴工业经
济更为广阔的发展新天地。

全市走前列，要求我们大力推动城乡统筹上
台阶，做城乡一体的示范区。按照产城融合示范
区、创业创新首选地、生态宜居新家园的目标定
位，主动融入“三淮一体”大格局，建强淮安北部骨
干功能区。通过努力，我们要把淮阴建设成为一
个富有灵气、文气、商气、人气、正气的美丽城市。
灵气，主要是依托水资源，做足水文章，发挥水优
势，努力实现水清岸绿、水秀城美。对于“两河三
岸”景观带和居住区的打造，必须高起点规划、大
手笔推进，既要有错落有致的时代美感，也要有大
气磅礴的视觉冲击，全面提升淮安北大门的“颜
值”。文气，主要是大力挖掘和利用蕴藏的文化资
源，用淮阴历史文化建设当代文化淮阴，全方位、
多角度、深层次展示淮阴文化的厚重感和感染力，
让城市有根有魂、有个性有品位、有魅力有活力。
做足做好爱心文化、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新建
一批具有鲜明淮阴印记的文化地标、文化游园和
文化景观。商气，主要是立足中心城区发展定位，
借鉴先进城区的成功经验，本着“缺什么补什么、
什么弱抓什么”的原则，加快城市高端业态发展，
进一步繁荣城市商气。围绕淮海路两侧，精心规
划，强势推进，尽快形成淮阴的核心商务区。人
气，主要是按照“一城五片”“一区五园”的规划布
局，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把发展的重点向片区
中心镇和片区产业园区聚焦，有序推动整村整乡
城镇化，以更加优惠的政策和更加完备的服务吸
引更多农民到片区中心镇生活和务工，提高中心
镇的辐射力和带动力，建设各具特色的城市副中
心。正气，主要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践行，
三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日益完善，产业发展、品牌

创树、队伍建设齐头并进。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
持续深化，文明城市建设常态推进，社会风气向上
向善。人民民主更加健全，法治政府基本建成，法
治建设满意度和公众安全感继续位居省市前列。

全市走前列，要求我们大力推动富民惠民上
台阶，做民生改善的先行区。始终把人民群众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的工作追求，千方百计
让群众“口袋”更鼓、生活更好，中等收入人口比重
上升，收入差距缩小，完成新一轮脱贫任务，提前
实现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２０１０年翻一番，
确保全区人民在小康路上一个不少、一户不落。
富民路径更加多样。构建富民的广阔平台，让各
类群体都有增收的机会。注重产业富民，乡镇和
部门在招引项目时，要注重发展“草根”经济，把带
动群众就业、增加群众收入作为重要检验标准，着
力引进一批达效快、带动力强的富民项目，让更多
老百姓有务工的机会、有增收的保障。大力发展
高效设施农业，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发展乡村旅游
和特色乡村经济，培育农民增收新的增长点。推
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注重创新富民，大力实施整村推进新型城镇化和
高标准农田整治，鼓励土地集体流转，使更多农民
离地不离田，既可以到中心镇居住和生活，又可以
在田地里打工挣钱，实现改善居住条件和增加有
效收入的“双赢”。加快发展土地耕种服务社，让
更多农民从“一亩三分地”中解放出来，进城入镇
打工致富，增加工资性收入。注重创业富民，搭建
有效创业平台，制定优惠激励政策，引导大学生、
返乡农民工等重点群体投身创业热潮，在全区营
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浓厚氛围。加大创业
培训力度，围绕群众需求，实施订单式培训，让各
类群体有能力创业致富。富民保障更加有力。发
展社会事业、健全社会保障、提升生态文明水平是
富民的应有之义。要积极推进教育现代化、均衡
化，高水平发展１５年基础教育，健全城乡一体的
义务教育发展机制，加快发展学前教育、职业教
育、继续教育，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现
代医疗卫生体系，完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努力为
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的卫生和健康服务。
抢抓“高铁时代”来临的重大机遇，构建立体化的
交通网络，进一步彰显淮阴的区位优势。有序推
进城乡医疗、养老、就业、社会救助等保障制度一
体化，大力实施“就业创业信息化便民服务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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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由基本保障型向福利普惠型转变，努力把淮
阴建设成为幸福首善区。扎实推进“两减六治三
提升”专项行动，推动城市空间、产业发展、生活方
式绿色化。大力实施“建绿、扩绿、补绿、透绿”工
程，建成一批生态公园、景观绿廊、城乡游园，力争
到２０１９年城镇绿化覆盖率达４１％，成为淮安北部
的“绿色生态门户”。富民基础更加牢固。确保人
均年收入６０００元以下的农村低收入人口脱贫，是
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场硬仗，也是推进
富民工程的关键所在。要深入实施脱贫致富奔小
康工程，努力减少相对贫困、促进共同富裕，确保
包括低收入群体在内的全区人民一道迈入小康社
会。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加大生活、就业、教
育等扶持力度，着力解决好因病因残致贫返贫问
题。对经济薄弱村、集中连片困难地区，实行重点
帮扶，壮大集体经济，增强内生发展动力。健全完
善扶贫开发体制机制，创新扶贫工作方式方法，动
员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扶贫开发事业。通过努
力，力争到２０１９年所有低收入户实现脱贫，所有
经济薄弱村达到“新八有”标准。

实现既定蓝图和奋斗目标，我们必须把目前
的优势转化为胜势，把积攒的能量转化为争先的
动力，勇攀高峰，力争上游。我们要在“四个全面”
上协调发力。“四个全面”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最新成果的集中体现，是指引
我们各项工作的行动之纲、前进之灯。全区上下
要对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
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结合淮阴区情实
际，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力求规定动作高效推进，
自选动作扎实有力，确保“四个全面”在淮阴落地
生根，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我们要在“两聚一
高”上重点发力。“两聚一高”是省第十三次党代
会确立的奋斗目标，是中央最新要求的江苏化，契
合江苏发展阶段特征，明晰了江苏今后五年发展
重点，我们必须始终紧扣、狠抓落实、务求实效。
我们要把聚力创新、聚焦富民和高水平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推进，找准创新的突破
口、富民的切入口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薄弱点，
让创新的激情充分迸发、富民的手段更加多样，为
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强劲动力。全区上
下要深刻领会高水平小康社会的内涵，既注重在
数字指标上达标、发展进程上紧跟，又体现新的发
展理念要求，确保与省市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高质均衡发展和领域、人口、区域全覆盖，让
小康成果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我们
要在“三淮一体”上集聚发力。“三淮一体”是市
委重要的决策部署，是淮阴今后一段时期发展的
重心所在。我们要围绕淮安苏北重要中心城市北
部骨干功能区的定位，深度融入“三淮一体”发展
格局，做到更多机遇为我所借，更多资源为我所
用，努力在融合发展中增添跨越争先新动能。

三、意义特殊的２０１７年，淮阴发展仍需奋力
前行

明年是党的十九大召开之年，也是全面贯彻
落实省市区党代会精神的第一年，做好明年的工
作，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展望明年的发展，我们
既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压力，又面临着难得的机
遇和优势，必须进一步坚定信心，认清形势，深刻
领悟省委李强书记强调的苏北发展“急不得也慢
不得”要求所蕴含的政治智慧和辩证思维，既保持
久久为功的政治定力，又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
态，推动淮阴各项工作走在全市前列。结合上级
要求和淮阴实际，区委考虑明年经济增长预期目
标为８ ８％左右，这个速度高于全省、全市，略低于
往年，主要是考虑既要保持一定发展速度、持续提
升淮阴在全市的贡献度，也不能为增速所纠结、为
排名所焦虑，更多地给经济转型腾出空间、留下
余地。

做好明年工作，我们要紧扣中央、省经济工作
会议精神，按照市委七届三次全会要求，坚持稳中
求进总基调，以践行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提高发
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为主线，紧扣“两聚一高”，深入实施“六大战略”，
统筹抓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优生
态、防风险各项工作，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
会和谐稳定，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
开。２０１７年，重点是通过“重大项目提质增效年、
新兴产业提速突破年、城乡发展提档升级年、改革
创新提神发力年和民生实事提标扩面年”等“五个
年”的确立，在全区上下全面掀起新一轮比拼赶超
的发展热潮。

重大项目提质增效年，就是充分发挥投资这
驾“马车”的牵引作用，厚植发展优势，保持经济平
稳运行。一要提升招商引资质效。坚持质效优
先、重特大项目为先理念，组建一支“能吃苦、有盯
劲，懂政策、善谈判，会操作、高效率”的专业化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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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队伍，持续掀起招商引资热潮，进一步扩大新兴
产业基金规模，实施部门、乡镇捆绑招商，全力引
进、集聚一批投资强度高、科技含量高、产出效益
高的大企业、好项目。全年招引超亿元项目２０个
以上，其中超１０亿元项目３个以上。将外资招商
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充分发挥淮阴在外资招引
方面的品牌优势和集聚效应，着力招引一批龙头
型、基地型的重大产业项目和对产业转型具有重
大牵引作用的高端项目，不断提升外资利用质态，
全面拓展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全年注册外资
实际到账确保２亿美元、力争３亿美元，力争明年
一季度、确保上半年完成全年任务。二要加快重
大项目建设。坚持滚动推进，按照续建一批、开工
一批、竣工一批、储备一批、适时更新调整一批的
思路，对照“合同履约、资金到位、项目开工、竣工
投产”四个节点，继续落实“周督查、月通报、季考
核”推进机制，全力解决制约项目推进的土地、环
保、规划等要素瓶颈。重点服务好编排的２５个、
总投资２００亿元的省市重大项目，尤其服务好富
强新材料、德科码半导体、时代芯存相变存储器三
大超百亿元项目，建立健全市、区两级领导挂钩服
务项目机制，确保推进有序、建设有力。全年新竣
工超亿元项目２０个以上，其中超１０亿元项目２个
以上。三要拓展项目承载空间。高新区要以国家
级高新区创建，特别是挂牌为契机，进一步强化产
业招商，延伸拓展产业链条，全力服务好德科码半
导体、时代芯存相变存储器两大百亿元项目建设，
着力推进江淮科技产业园、中业慧谷软件创意园
两个投资超１０亿元的科技孵化器竣工，确保明年
创建成功。五个新型工业园在２８条园区道路等
基础设施建成使用基础上，推动投资５ ６亿元的
维福来科技、投资５亿元的高端纺织等项目开工
建设，确保高科种业、闽泉纺织等一批项目竣工投
产。市盐化新材料淮阴园围绕富强新材料项目一
期２０１９年全面建成目标，强化帮办服务，子项目
全面实质性开工并有序推进。

新兴产业提速突破年，就是促进三次产业协
调发展，壮大产业规模，优化产业组合，提升产业
层次，增强产业的整体竞争优势。一要全力以赴
做大做强新型工业。始终突出工业导向，围绕“建
百亿项目、培百亿企业、育百亿产业、跨千亿台阶”
总体目标，做到调整存量与做优增量并举，提升产
业层次，拉长发展短板，着力减少无效低端供给，

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
工业经济驶入转型升级快车道。依托“百名博士
帮百企”等活动，采用高新技术对食品加工、盐硝
加工、机电科技等传统产业进行改造，实施一批投
资规模大、产业关联性强、附加值高的重大项目，
提升产业的稳定性和市场竞争力。紧密对接中国
制造２０２５，坚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
品牌化的方向，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电子信息产
业，时代芯存相变存储器项目主体建成，德科码半
导体项目生产车间全面竣工，设备进场调试，上下
游项目加快汇聚；机械装备产业重点推进伊弗特
精密零部件、普锐明汽车零部件等项目建成投产。
二要千方百计提升发展现代服务业。加快高端商
贸、现代物流、特色文旅、养老养生、电子商务等服
务产业集聚，实现产业“由散变强”。充分发挥淮
安商贸服务中心的带动功能，完善医疗、教育等配
套设施，拓展信息服务领域与市场规模。电商孵
化中心投入使用，积极培育美鲜加、宜蜂尚等电商
平台，争创国家级商贸示范功能区、省级电子商务
产业园。依托区位交通优势，加快淮安现代物流
园建设，打造以网络化、信息化、规模化为主要特
征的综合性、区域性物流中心和重要物流节点。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发挥淮阴润淮文化旅游开发
有限公司平台优势，打造刘老庄、码头等乡村旅游
品牌，有序开发利用全区优质文旅资源。三要坚
持不懈培育壮大特色农业。始终把解决好“三农”
问题作为重中之重，紧盯农业农村发展的重点关
键，加大对农业农村投入力度，持续强农、惠农、富
农，走出一条具有淮阴特色的农业发展之路。以
国家农业科技园区为龙头，不断优化农业产业结
构，构建现代农业生产经营体系，促进主导产业提
升、特色产业扩面、多元复合经营、产业融合发展。
以“４ ＋ １”现代农业产业为抓手，做优做强苏淮猪、
凌桥大米、特种水产、设施果蔬等优势特色产业，
力争明年上半年，投资４ ５亿元的温氏现代生猪
养殖项目竣工投产、投资５ ２亿元的通阳光伏扶
贫和现代农业项目一期竣工投产，投资１０ ５亿元
的沪江畜业现代生猪养殖项目开工建设。持续推
进三产融合发展，新增省市级农业龙头企业６户
以上，新培育年销售超亿元企业２户以上，新培育
休闲观光经营主体４个以上；新招引投资３０００万
元以上农业加工项目８个以上，投资超千万元农
业一三产项目１５个以上，新增农产品“三品”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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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个以上。积极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社
及土地耕种服务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引导农民合
作组织联合发展，力争创成市级示范合作社２０个
以上、培育发展市级以上示范家庭农场２０ 家
以上。

城乡发展提档升级年，就是加快推进新型城
镇化与城乡发展一体化，打造宜居宜业新北城。
一要注重功能完善，加快推进城市建设。突出城
市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加快推进银川路两侧、农
工商周边、淮安一院周边等重点领域开发建设力
度，打造淮阴的核心商圈；加快海绵城市建设，加
大城市河道疏浚、城区泵站更新改造和低洼易涝
片区整治力度，让水在城市中的迁移活动更加“自
然”；建成５０３省道淮安机场连接线及南延段景观
大道、新许渡大桥及连接线、江渡人行桥、宁连一
级公路丁集联络线；开工建设４２９省道淮阴段，打
通我区西部大通道；完成淮阴港城东作业区建设，
一期港池投入试运营，建成盐河“第一”大港；完成
盐河航道疏浚工程，打造盐河“黄金”水道；加快推
进徐宿淮盐、连淮扬镇铁路建设；开工建设淮河西
路、母爱路东延等工程，力争建成北京北路下穿铁
路、淮海北路下穿铁路、承德路盐河桥、淮海路黄
河桥，实现城市主次干道循环畅通；建设淮沭河水
厂二期５万吨扩建和增压泵站工程，适时启动实
施淮阴水厂深度处理改造，实现城乡统筹区域供
水；全面加快总投资８０亿元的棚户区改造项目推
进步伐，计划启动实施淮阴师院东、香港路西等地
块棚户区改造，让更多困难群众安居乐业；加强后
街背巷整治，改善群众生活条件；积极推行老旧小
区分类整治工作，年内完成１５个老旧小区整治任
务，努力为群众创造更加舒适的居住环境。二要
注重建管结合，加快提升城市品位。坚持规划引
领，统筹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推进城市总体
规划和土地利用、环境保护等各类规划“多规融
合”，编制完成城市总体设计。要充分彰显文化内
涵，优化城市设计，留住城市特有的地域环境、文
化特色、建筑风格等“基因”，建设有历史记忆、有
时代特征的现代城市。弘扬城市“工匠精神”，深
化城市治理体制改革，大力推广网格化管理，形成
多方参与、良性互动的现代城市管理格局。围绕
２０１７年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决战决胜之年目标任
务，组织开展城市功能完善、市容管理突破、市民
素质提升三大专项行动，提高市民文明素养，提升

城市文明程度。三要注重镇域发展，加快打造特
色小镇。积极策应国家和省特色小镇战略规划，
进一步理顺“五大融资平台带乡镇”工作机制，以
产业、生态、文化、旅游为核心，以养老小镇、德科
码小镇、雷尼奥小镇等为突破口，努力打造一批人
文气息浓厚、生态环境优美、产业导向鲜明的美丽
特色小镇。渔沟镇、徐溜镇作为国家级重点中心
镇，要加快“十个一”基础设施项目的扫尾，不断完
善集镇功能，集聚商气、人气，建成城市副中心，成
为全市重点中心镇建设的样板镇。码头、刘老庄、
赵集、丁集等乡镇要依托产业特点、人文底蕴、生
态禀赋等现实情况，坚持宜工则工、宜商则商、宜
农则农，着力打造具有淮阴鲜明印记的特色乡镇
群。五个新型工业园所在乡镇，要在产镇融合上
下功夫、想办法，通过产业的发展带动集镇的繁
荣，通过人气的集聚支撑产业的壮大，打造产镇融
合示范点。同时，要深入实施土地制度改革，全面
推进农科园片区、渔沟片区、刘老庄片区三个１０
万亩高标准农田整治工程，为全区发展增加新的
土地空间。四要注重生态保护，加快美化城乡环
境。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最普惠
的民生福祉。要严格按照“两减六治三提升”专项
行动的部署要求，进一步健全生态环境及水生态
文明保护长效机制，严格落实河长制，凝聚共建共
享生态文明的强大正能量。要利用好盐河、古黄
河穿城而过的有利资源，整体提升改造和维护管
理“两河三岸”绿化风光带，建设古黄河八期风光
带，古淮河自行车文化运动公园投入使用，新增绿
地面积４０万平方米以上，塑造绿水绕城、满城拥
翠的城市品质。要继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实施
东城污水处理厂一期和配套管网项目，协调推进
青园污水处理厂配套管网建设，尽快投入正常运
行，提高城区污水处理能力。要全面巩固村庄环
境综合整治成果，深入推进“美丽乡村”“文明村
镇”“水美乡村”建设行动，创成省级“美丽乡村”３
个、“文明村镇”１２个、“水美乡村”３个。

改革创新提神发力年，就是以改革创新打破
观念壁垒、冲破体制约束、破解发展难题，让一切
有利于发展的动力充分释放。一方面要全面深化
改革。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
有利于”要求，推动改革持续向前。要深化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突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
用，进一步优化生产要素配置，完善政府性投入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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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强化社会资本参与，推动企业降本增效，不断
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要深化政务管理体
制改革，加快行政审批局组建工作，推动落实“三
集中三到位”，建立健全并严格实行权力运行“五
张清单”，持续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
务，提高政府效能，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要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深刻研判“营改增”带
来的深远影响，在对企业“放水养鱼”的基础上培
植和拓展税源，增强地方财政“造血”功能；推进乡
镇国库集中支付改革和涉省专项资金优化整合改
革，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分类施策帮助企业减轻
还贷压力，积极发展产业链金融，为实体经济发展
提供有力金融支撑。要深化社会民生领域改革，
聚焦文化、教育、卫生及用水、用气等民生领域，解
决好群众最关心的利益问题，推进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要深化农村综合改革，扎实推进土地确
权登记颁证工作，确保完成扫尾工作并通过省级
验收；进一步健全区乡两级互联互通的农村产权
流转交易和信息服务体系，规范乡镇、村级集体产
权交易流程。同时，充分发挥土地耕种服务社、新
型土地制度改革等成功经验，大胆探索，先行先
试，创造更多可复制、可推广、可借鉴的经验。另
一方面要加快科技创新。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
略，加大科技创新和人才引进工作力度，进一步健
全“企业＋平台＋人才”创新格局。强化企业创新
主体地位，充分发挥企业在技术研发、创新资源配
置等方面的主体作用，支持振达钢管、双汇食品等
骨干企业和德科码半导体、时代芯存相变存储器等
重点项目建设企业科技研发平台、企业博士科研工
作站等研发载体，全面提升企业研发能力。加快推
进开放创新，积极引进一批研发中心、技术中心，建
设一批产业共性技术研发机构，借助外力提高创新
水平和效率。实施企业家素质提升工程，着力打造
一批具有先进经营思想、较强创新精神和市场驾驭
能力的企业家队伍。构建优质创新平台，加快国家
级高新区、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建设进度，加大淮安
电商创业孵化中心、创达电商城、中业慧谷软件创
意园等创新平台培育力度，全力打造一批具有淮阴
特色的“众创空间”。探索实施“基石人才计划”，搭
建各类技能人才成长平台，挖掘培养行业代表性
强、技术技能水平高、社会影响力大的“淮阴工匠”。
全年引进省“双创人才”２人、市“淮上英才”领
军人才５人。

民生实事提标扩面年，就是坚持以群众呼声
为导向，大力推进民生共享行动，不断刷新淮阴的
“幸福指数”“民生高度”。一要完善社会保障体
系。全力推动就业创业工作，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全年开展创业就业培训３２００人次以上，新增就业
６０００人以上，登记失业率控制在３％以内，整合城
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深化机关事业单位养
老保险制度改革。加大社会保障工作力度，确保
“五险”覆盖面达９５ ５％以上。充分发挥爱心淮
阴救助协会等社会力量的作用，统筹推进扶老、助
残、救孤、济困、优抚等社会福利事业发展。加快
推进住房保障和供应体系建设，改进和优化住房
保障方式，多渠道满足住房困难群众的需求。坚
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建立贫困群众稳定受益机
制，力争每年脱贫率达到３０％以上，经济薄弱村集
体经济纯收入年增收３万元以上，１０个经济薄弱
村达到新“八有”目标。二要提高社会服务能力。
围绕“立德树人”这一核心，持续优化教育布局，加
快推进渔沟实验学校、东城中小学、天山外国语等
学校建设；充分发挥民盟江苏省委助培效能，健全
我区薄弱校和苏南名校共建共享机制；深化区政
府和市教育局战略合作，大力实施集团办学、合作
办学，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办学，大力推进职业教
育、继续教育，加快教育体制机制改革，不断提升
我区教育发展水平。巩固区妇幼保健院和市妇幼
保健院合作共建紧密型医联体成果，加快推进淮
阴人民医院、宝岛母爱妇产医院、爱尔眼科医院、
渔沟医养融合中心、东郊医院、淮安肿瘤医院等项
目建设，倾力打造区域医疗服务中心。以提升文
化软实力为核心，坚持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双轮驱
动，不断健全文化设施，培育人才队伍，巩固文化
阵地，推动文化惠民，加快实施文化建设工程和文
化繁荣行动计划，推进“三馆一站一中心”标准化
建设，力争区博物馆明年底前对外开放。继续举
办“漂母杯”“韩信杯”品牌文体赛事，依托特色文
化不断提升淮阴影响力和美誉度。全力推进区域
供水工程和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明年底
前全面完成，解决剩余３０ ８９万人饮水安全问题。
继续推进农村公路提档升级，加快推进全区镇村
公交发展，进一步缓解群众出行难问题。三要增
强社会治理水平。深入推进“平安淮阴”创建，突
出科技强警，推进新一轮治安防控体系建设，３５个
具备视频联网的小区、５５家重点企业与公安网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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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联网，依法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加快巡
处一体化机制建设，提高见警率，提升群众安全
感。深化信访制度改革，全面推广“两网融合”工
作，探索建立以“三调联动”为核心的矛盾纠纷多
元化解机制，开展信访积案攻坚专项行动，落实领
导包案化解机制，有效解决各类社会矛盾和疑难
信访问题。认真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
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以全面夯实生产
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为基础，深化“党政同
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监管责任体系
建设，努力做到安全生产“责任化、信息化、全员
化、专业化、法治化”，维护全区安全生产稳定态
势。四要加强民主法治建设。全力支持人大加强
工作监督和法律监督，提升基层人大工作水平；充
分发挥政协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
职能，营造协商民主建设的良好氛围；进一步加强
统战工作，认真落实民宗、侨台等政策，更好地团
结党外各界人士；积极支持工青妇、工商联等群团
组织围绕发展大局，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统筹抓
好党管武装、双拥共建、老干部、关心下一代、机要
保密等工作。持续推进“法治淮阴”建设，坚持依
法行政，督促引导党员干部强化法治观念、带头依
法办事，健全依法决策、民主决策机制，全面推行
政府权力清单制度，推动行政权力网上公开透明
运行。深入推进“两法”衔接，守牢公正司法防线，
支持法检两院独立公正行使职权，健全防止领导
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的各项制度，探
索建立群众参与、监督、评判司法新机制，不断提
高司法公信力。

四、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为淮阴发展提供坚强
保障

全市走前列、全面上台阶，核心靠强化党的建
设，关键靠各级领导干部。我们要以永远在路上的
韧劲和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定力，深入贯彻落实
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要求，不断凝聚“抓党建、促发
展”的思想共识，持续推动党建优势转化为发展优
势，组织活力转化为发展活力，真正做到管党有方、
治党有力，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一）坚持党委总揽全局，把主体责任压得实
而又实。一要强化核心作用，当好“指挥部”。充
分发挥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突出把方向、管大局、作决策、保落实，在严格抓好
管党治党主体责任的同时，有效强化党对各个领

域的领导。不断加强对新的发展理念、发展规律
的学习研究，提高全区各级党组织领导经济社会
发展的能力，确保各级党组织在思想认识、方法措
施、能力水平上紧跟发展形势。二要强化担当意
识，深耕“责任田”。认真贯彻《市委常委会深化落
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五项举措》文件精神，制
定实施细则，强化各级党委（党组）专职副书记协
抓主体责任职能，把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工作做
扎实、做细致、做到位。实施党建工作“智慧众筹”
工程，由区四套班子党员领导干部挂钩，各单位党
委（党组）书记挂帅，以项目鞭策书记履行好第一
责任，着力破解基层党建工作抓手不多、活力不足
等突出问题。充分发挥党建督导组作用，在加大
基层党建考核权重的同时，加强检查指导，切实解
决好抓不准、抓不牢的问题，提升基层党建水平。
三要强化监督问责，套上“紧箍咒”。认真执行《中
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强化自上而下的组织监督，改进自下而上的民主
监督，发挥同级纪委的专责监督，促使领导干部做
到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用权受监督、失责必
追究。认真贯彻省委《关于加强市县党委巡察工
作的意见（试行）》要求，发挥巡察利剑作用，针对
权力集中、资金密集等重点领域开展专项巡察，增
强震慑、遏制、治本功效。

（二）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把思想阀门拧得紧
而又紧。一要抓住理想信念这个“总开关”。把坚
定理想信念作为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首要任务，
推动党员干部深入学习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
思想新战略，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利用基层党员冬训，依托“淮阴爱心讲
坛”载体，打造覆盖城乡的“一坛五堂”理论学习网
络，确保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在基层广泛传播、入脑
入心。创新搭建“理论淮音”新媒体平台，推进网
络微课堂建设，增强理论宣讲的互动和传播效果。
围绕纪念全面抗战爆发８０周年等重要节点，放大
新四军刘老庄连纪念园、张纯如纪念馆等爱国主
义教育场馆的辐射效应，将“一园一馆”打造成党
员理想信念教育平台、青少年励志教育平台和群
众爱国主义教育平台。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
任制，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导权、话语权。二
要用好党性教育这剂“良药方”。进一步深化“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切实增强党员干部政治意识、
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不移维护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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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深入推进学习
型党组织建设，加强和改进党委中心组学习，推动
领导干部上讲台讲党课活动常态化、制度化，着力
向基层延伸，凝聚广大基层党员干部思想共识。
加强民主集中制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
干部按照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和党的各项规定办
事。三要烧旺组织生活这座“大熔炉”。认真执行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突出
用好组织生活这个经常性手段，创新和改进谈心
谈话、民主生活会制度，建立“两谈一会”机制，针
对不同的情形和事项，分类实施提醒谈话、警示约
谈、召开民主生活会，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
为常态，让党内生活真正成为党员干部加强党性
锻炼、提高党性修养的“大熔炉”。完善党建周例
会制度，进一步明确组织形式和内容功能，形成党
内学习、研究、部署党建工作的长效机制。

（三）大力弘扬实干精神，把执行效率提得高
而又高。一要加强督查，提升执行力。执行力是
落实各项决策部署、破解各类发展难题的基本前
提和重要保障，要切实增强全区党员干部的责任
担当，完善相关领域督查、考核、奖惩机制，确保全
区上下政令畅通、令行禁止。要重点完善和运用
好“三类主体协同督查”机制，围绕重要决策部署、
重大项目、重点工作，针对不作为、慢作为等庸政
懒政问题，加强督查问责，切实做到事前有设计、
事中能跟踪、事后有倒查，努力构建“事事督查、件
件落实，环环相扣、步步紧逼”工作格局。二要强
化担当，凝聚正能量。加大正面宣传力度，以发展
的成果鼓舞人，通过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全媒联
动，聚焦幸福淮阴建设成效，提振党员干部精气
神；以身边的典型激励人，让“会为、能为、善为、敢
为”的干部受到褒奖和肯定，使敢担当、敢负责、敢
作为在干部队伍中蔚然成风。深化“我和我的身
边人”大家谈活动，在全区开展“十大行业百名标
兵”评比表彰，对那些招商一线成效突出、改革创
新走在前列、本职岗位勤勤恳恳等方面的先进典
型，要精心选树培育，让全区干群学有榜样、干有
目标，汇聚干事创业的广泛合力。三要巩固成果，
坚决刹歪风。巩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成
果，开展机关联系农村、党员联系群众，建强基层
组织、建成全面小康的“双联双建”工程。实施作
风建设“一体四查”机制，将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损害群众利益问题列入执纪审查重点，坚决防
止“四风”反弹回潮。引进第三方调查机构，对重
点领域、服务部门干部作风进行“背对背”评议。
持续深化家风建设，培树一批家规严、家风正的优
秀党员典型，打造家风主题公园，以优良家风带党
风促政风正民风。

（四）严格选人用人标准，把干部队伍建得强
而又强。一要坚持正确导向，选好干部育好人才。
认真落实“２０字”好干部标准，坚持德才兼备、以
德为先，大力实施区乡换届后的届中考察工作，考
实考准干部德才表现。大力实施“７８９·手拉手”
百名青年干部阶梯培养计划，通过结对培养、多岗
锻炼、专题培训等方式，将优秀的青年干部育出
来、选上来、用起来。二要从严管理干部，激发活
力增添动力。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从严管
理干部“五个要”的要求，着力完善制度体系，做到
从一进入干部队伍的年轻同志到离退休干部全覆
盖。探索建立干部监督管理信息平台，充分发挥
“大数据”在监督预警、分析研判、风险评估等方面
的支撑作用，让干部随管理成长、管理伴干部一
生。坚持“三个区分开来”，建立容错免责机制，大
力支持和保护那些作风正派又敢于担当、锐意进取
的干部，进一步营造支持改革、鼓励创新、宽容失
败、允许试错的良好干事创业环境。三要加强组织
建设，聚焦基层夯实基础。以新农村五星创建、五
星党员户评比、五星村部打造“三个五星”为抓手，
促进农村基层党建全面进步，打造淮阴基层党建新
品牌。注重带头人队伍建设，建立“１ ＋ ４”教育培训
机制，开出“小微权力”清单，从源头破解村干部本
领不足、小官大贪等突出问题。提高区乡基层党建
工作基金，着力加强基层基础保障。建立党建督导
员考核激励机制，通过“专职＋兼职、定期＋随机、
研判＋督办”立体式督查，推动各级党组织书记精
准落实党建责任。探索中心村联合党委建设，加强
“两新”组织、合作社、流动党员等领域党组织建设，
推动薄弱领域党建工作有形有效覆盖。

（五）加强反腐倡廉建设，把纪律底线守得严
而又严。一要主动作为，把握“形态”。不断强化
领导干部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思想政治水
准和政策把握能力，综合运用批评教育、诫勉谈
话、轻处分、重处分、职务调整或执纪审查等多种
方式，处理各类违纪违规行为。建立健全纪律处
分和组织调整联动衔接机制，解决好不匹配、不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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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问题，放大执纪效应，增强查处效果。加强受处
理党员干部后续教育管理工作，深入开展受处理
人员关爱监督活动，全面、客观、公正的评价和使
用受处理干部，让受处理干部安心、安身、安业。
二要严格自律，适应“常态”。大力弘扬廉政文化，
加强反腐倡廉教育，筑牢党员干部清廉自守的思
想防线。大力倡导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规规矩
矩的上下级关系，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
坚决隔断不健康的人情裙带，剔除利益互换的腐
败毒瘤。推动党员领导干部带头躬身践行、模范
执行各项党内法规制度，以令人信服的表率作用，
形成无声的命令和强大的感召。三要持续发力，
净化“生态”。加强对政治纪律执行情况检查，坚
决查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
的行为，确保政令畅通；严肃查处搞团团伙伙、结
党营私，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相互勾连问题，坚决
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始终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
势，突出重要领域、关键环节，重点关注“三类人”，
做到有案必查、有腐必惩，力度不减、节奏不变、尺
度不松，用最坚决的态度减少腐败存量，用最果断
的措施遏制腐败增量。着力做好案件“后半篇”文
章，强化典型案例通报的说理性，深刻剖析违纪背
后的“有制度不执行”问题。

同志们，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全市走前列、全面上台阶是我们向全区人民作出
的庄严承诺，如何把这份答卷做实做好做出彩，是
全区党员干部必须答好的时代命题。让我们携起
手来，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周围，以更加宽阔的视野，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
昂扬的斗志，锐意进取、勇攀高峰，奋力抒写淮阴
更高水平小康社会新画卷！（讲话名词解释详见
附件１）

政府工作报告
———在淮阴区第十七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报告
区长　 朱晓波

（２０１７年１月１０日）
过去五年工作回顾

区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以来，在市委、市政府
和区委的坚强领导下，区政府团结带领全区人民，

紧紧围绕“建设实力强城乡美群众富的幸福淮阴”
战略目标，同心协力、共克时艰，顺利完成了“十二
五”规划和区十六届人大历次会议确定的各项任
务，实现了“十三五”发展的良好开局，淮阴已经站
在一个新的发展起点上。２０１６年预计实现地区生
产总值４３６亿元、人均８０２８美元，分别是２０１１年
的１ ８１倍、１ ８２倍；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４０ ５８
亿元，是２０１１年的１ ７倍，五年保持全市领先；三
次产业比重调整为１６ ５７ ∶ ４０ ９１ ∶ ４２ ５２，实现了
“二三一”到“三二一”的历史性转变。

过去五年，我们坚定不移优化产业结构，综合
实力稳步增长。工业经济扩容转型。五年累计实
现规上工业开票销售１３４６亿元、入库税金３９亿
元，始终位居全市前列。淮阴经济开发区成功转
型为省级高新区，升格国家级即将获国务院批复；
园区“九通一平”达到３３ ４平方公里，累计进驻企
业８２６家，省级高新技术企业达到２３家。五大新
型工业园拉开框架，拓展“五通一平”７４００亩，新
建高标准厂房６５万平方米，落户３０００万元以上
项目１６７个，渔沟工业园获批市级经济园区。市
盐化淮阴园“飞地”效应凸显，总投资２００亿元富
强新材料启动建设，总投资１２ ５亿元淮江科技竣
工投产。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食品加工、钢铁和机
械制造、盐硝加工等产业累计完成技改投入２２０
亿元，单位ＧＤＰ能耗累计下降２０％。新兴产业初
步形成，电子产业完成投资２００亿元，高端装备制
造产业完成投资６５亿元，遨珀、金唐新能源汽车
成功签约。竣工亿元以上工业项目９０个，规上工
业企业达到４５４家，总投资１５０亿元德科码半导
体、总投资１３０亿元时代芯存相变存储器等项目
相继落地，重特大项目建设领跑全市。现代农业
扩容增效。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创建取得明显成
效，等待科技部验收，创新能力检测体系在全国农
业科技园区考评中排名第三。引进桂建芳、陈文
新院士工作站等农业科研机构８个，推广应用新
品种、新技术、新设施１６０余项，科技兴农成效初
显。畜禽养殖、蔬菜种植、饲料加工三大产业蓬勃
发展，产值超过４００亿元，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
总量位居全市第一。黄河故道开发、分淮入沂等
水利工程顺利推进，农田水利现代化、农业综合机
械化水平分别达到８３％、８２ ５％，创成国家级农业
产业化示范基地。农业规模化效应显现，高标准
农田达到３９万亩、高效设施农业达到２３ ２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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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２０１１年分别增长１２％、２７％；家庭农场、土地耕
作服务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断涌现，总数达
到１９９３家，获得全省农业农村改革创新成果奖。
农业品牌不断积聚，成功认定国家工商地理标志
证明商标３２件、“三品”品牌１２０个。现代服务业
扩容提质。服务业增加值占ＧＤＰ 比重达到
４２ ５２％，年均提升１ ９％；累计入库税收７７ ８亿
元，年均增长１１ ５％。综合大市场顺势转型，建成
电商创业大厦，成功承办中国（淮阴）跨境电子商
务年会。抢抓养老产业发展机遇，启动建设“阳光
新城”适老社区，新发展社会化养老机构２３家。
物流业加快集聚，新培育物流企业７５家、农村淘
宝服务站４０家。整合文旅资源，组建淮阴润淮文
化旅游公司；新四军刘老庄连纪念园被命名为“国
家级烈士陵园”，创成国家４Ａ级景区；码头镇入选
全国第三批特色景观旅游镇。金融业稳步发展，２
户企业“新三板”挂牌获批，３户企业在“四板”挂
牌；２０１６年存贷款余额达到３１７亿元、２４９亿元，
年均分别增长１９％、２１％。

过去五年，我们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发展
后劲日益增强。重点改革全面推进。国家农业科
技园区获批副处级行政单位，商贸服务中心和新
四军刘老庄纪念园景区管委会获批副处级事业单
位。顺利实施政府机构改革，完成工商、质监、食
药监“三合一”和卫生计生委组建。全面启动不动
产登记，颁发全国首本铁路不动产权证书。大力
推进商事制度改革，实现“三证合一”，市场活力加
速释放。创新开展农村土地使用制度改革试点，
探索先安置后搬迁模式，新增建设用地近万亩。
基本完成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产权流转交易
市场实现乡镇全覆盖。抢抓省财政管理体制调整
机遇，我区财政保障标准从三类调整为一类，累计
争取资金近１０亿元。积极推行目标差别化考核
体系，乡镇、部门争先进位意识进一步增强。开放
合作成效显著。主动融入“一带一路”、江苏沿海
开发等重大战略，以五大平台为着力点，在德国、
台湾等地设立招商办事处，新批信诺医疗、伊弗特
等外资项目１００个，累计到账外资７ ３亿美元，实
际利用外资总额全市第一。先后在德国、澳大利
亚、港澳台等地开展“漂母杯”、“韩信杯”系列活
动，荣获省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奖，“韩信杯”象棋名
人赛被评为“江苏省十大品牌赛事”，我区再次获
得“全国象棋之乡”称号。创新发展能力增强。坚

持创新驱动战略，扎实开展“百名博士帮百企”活
动，充分发挥“科技镇长团”牵线搭桥作用，创成省
市高新技术企业３７家，高新技术产业产值达到
２９０亿元，占规上工业总产值的２０％；专利申请
量、授权量分别达到２２６５件、１１７１件，创成省著名
商标１８件、市知名商标３７件，被授予“省级知识
产权战略示范区”称号。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
新建“两站三中心”５６个，其中院士工作站６个。
高端人才加速集聚，累计引进“双创人才”１１人
、“３３３工程”１０人、“淮上英才” １９人。

过去五年，我们坚定不移统筹城乡发展，功能
品位显著提升。城乡规划不断完善。坚持规划引
领，淮阴区空间发展战略规划与总体城市设计通
过专家评审，棉丁、赵集等五大片区规划编制完
成，镇村布局规划、重点村和特色村规划不断完
善，“一城五片”空间布局基本确立。积极策应新
型城镇化战略，渔沟、徐溜国家重点镇总规
（２０１５—２０３０年）获市政府批复，“十个一”工程稳
步推进。城乡建设全面提速。深入实施“双百”工
程，每年投入１００亿元以上，建设重点项目１００个
以上，建成区面积达到４１ ６平方公里，城市化率
提高７ ６个百分点。统筹利用政策性棚改贷款和
社会资本，征收搬迁地块１１１个，整治老旧小区４０
个，新建续建住宅小区和安置小区９１个，幸福城、
大润发、乐天玛特成为淮阴城区新亮点。扎实开
展“五城同创”，顺利通过国家环保模范城市考核、
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取得重要
进展，双拥模范城实现“四连冠”。加快实施区域
供水和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淮沭河水厂一期投入
使用，２４ ７９万农村居民用上优质安全的自来水。
供水管网“村村通”、路灯“村村亮”、管道燃气“镇
镇通”工程初见成效，城乡数字电视网络全覆盖。
城乡交通更趋便捷。城市路网内引外联，形成了
以淮海路、长江路等为主体的“八纵八横”格局。
西互通改造、银川路北延、长江东路延伸工程圆满
完成，淮海路、银川路盐河桥等５座重要桥梁投入
使用，城区道路通畅率明显提升；实施城乡道路通
达工程，２３７省道、３２５省道、运南第二通道等建成
通车，５０３省道机场连接线加快推进，提档升级农
村道路３０７公里；连淮扬镇、徐宿淮盐高铁淮阴段
征地搬迁完成，推动淮阴迈入“高铁时代”；盐河航
道“五改三”全面完成，城东作业区、许渡作业区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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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建设，城西作业区建成运营，综合交通体系基本
形成。大力实施公交优先战略，建成区公共交通
服务中心，增设、优化城区公交线路２６条，开通镇
村公交３８条，城乡客运体系逐步完善。

过去五年，我们坚定不移贯彻绿色理念，生态
环境明显改善。空气质量不断提升。持续实施蓝
天工程，狠抓秸秆禁烧禁抛和综合利用，拆除燃煤
锅炉２１５台，淘汰黄标车１２８０辆。积极推进“电
能替代”，建成电动汽车充电站４座、港口岸电６
部。扎实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整治，重点实施餐饮
油烟、露天烧烤、渣土车、建筑工地扬尘等专项整
治行动，村庄环境整治通过省级验收，创成省三星
级康居乡村７个。加大污染行业监管力度，强化
污染企业脱硫脱硝改造，建立挥发性有机物重点
监管企业名录，扬尘和噪声污染整治成效明显，环
境质量综合指数达到９０％以上。水体环境持续好
转。积极开展古淮河、二河、淮沭河饮用水源地专
项整治行动，功能区水质达标率达到８３％以上。
全面取缔非法采砂行为，洪泽湖淮阴水域生态有
效改善。青园污水处理厂投入运行，新建污水管
网３５ ５９公里；加大面源污染整治力度，疏浚河道
５２８公里，整治村庄河塘９７４个，划定畜禽禁养区、
限养区５６２平方公里。绿地绿量逐年增加。持续
放大“两河三岸”生态特色，提升改造盐河、黄河绿
化风光带，新建健身步道１５ ３公里，先后建成韩
信文化广场、自行车文化运动公园，新增绿地
４１７ ６万平方米，城市绿化覆盖率达到４０ ３６％。
扎实推进生态修复，大力发展优质苗木、果品、花
卉基地，绿化造林１ ５万亩。生态文明建设成效
显著，创成国家级生态乡镇１９个，顺利建成国家
生态区。

过去五年，我们坚定不移办好惠民实事，民生
事业全面进步。社会保障更加坚实。１５０件惠民
实事全部完成。深入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计
划，１５ ３５万农村低收入人口实现脱贫，６０个经济
薄弱村基本实现新“八有”目标，刘老庄片区整体
脱贫。大力扶持高校毕业生和困难群体创业就
业，发放创业担保贷款８９９９万元，新增城镇就业
４ ２万人，转移农村劳动力２ １万人。城乡低保、
农村五保供养标准普遍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实现全覆盖，累计发放居
民和企业养老保险金２１ ９亿元、基础养老金和尊
老金７ ４亿元，新农合住院补偿封顶线提高到２２

万元。建成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站）２２２个，城乡
覆盖率分别达到１００％、８５％。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到２８４３０元、
１３４４７元，是２０１１年的１ ５９倍、１ ６７倍。社会事
业更加繁荣。全面实施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淮阴
教育品牌进一步彰显，创成全国义务教育发展基
本均衡区、省教育现代化先进区、省青少年校园足
球示范区。有序调整教育布局，农村高中全部进
城办学，东城开明中学、银川路实验小学等１２所
学校建成使用。与民盟省委、市教育局建立合作
关系，实施名校结对帮扶，城区薄弱校实现“清
零”。不断提升医疗综合服务水平，市口腔医院、
区妇幼保健院投入使用，建成全国满意乡镇卫生
院１０个，省级以上基层示范医疗机构２１个，荣获
“全国妇幼健康优质服务示范区”称号。全面破除
“以药补医”机制，分级诊疗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创新做法得到国务院医改领导小组推广。稳妥实
施“全面二孩”政策，被评为“新一轮全国计划生育
优质服务先进区”。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提升
改造乡镇文化站１５个、社区文化活动中心２９个，
区文化馆被评为国家一级馆，张纯如纪念馆建成
使用。创新开展“文明之约·荧光夜跑”等活动，
体育健身中心定时免费开放，我区被授予“全国群
众体育先进单位”称号，创成省公共体育服务体系
示范区。社会秩序更加稳定。持续深化“平安淮
阴”建设，启动“六位一体”社会治理体系建设，实
行“一村一警”网格化管理模式，青奥会、省运会等
重大活动期间社会保持总体稳定，连续两轮被表
彰为“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集体”。基层示范
创建扎实开展，王营镇营北社区被评为苏北首家
“全国社会工作服务示范社区”，９个乡镇被命名
为“省和谐社区建设示范乡镇”。顺利完成“六
五”普法，区政府、公安分局、地税局被省政府评定
为“省级依法行政示范点”。食品药品市场平稳有
序，安全生产形势保持稳定。健全应急值守机制，
开展各类应急演练近百场。顺利完成第六届居民
委员会、第十一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认真执
行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决议和决定，积极支持人民
政协履行职能，五年办理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
提案１５４２件，满意和基本满意率达到９９％以上。
此外，统计、审计、外事侨务、新闻、民族宗教、社科
研究、对台、物价、气象、档案、区志、地震、供销、人
防工作获得新进展，老区开发、妇女儿童、工商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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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工会、老龄、慈善、残疾人事业和关心下一
代工作取得新成绩。

各位代表，回顾本届政府的工作，我们有着深
刻的体会：一是必须坚持发展要务不动摇。五年
来，我们紧紧围绕建设幸福淮阴目标，抢抓沿江沿
海开发机遇，高点定位，自我加压，一心一意谋发
展，凝心聚力促转型，巧借外力，奋力出击，挖潜提
质，实现了淮阴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二是必须坚
持城乡统筹不放松。五年来，我们始终坚持以新
型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为引领，深化城乡互动融
合，突出城乡发展规划、产业布局、公共服务和社
会管理，使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的配置更趋均衡、
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融通更为顺畅，全面推进
城乡协调发展、共同繁荣。三是必须坚持创新创
优不停步。五年来，我们坚持改革与创新“双轮驱
动”，始终将创新创优作为推动发展的源动力，以
政策创新化解土地瓶颈，以举措创新增加存量资
产，以管理创新破解融资难题，切实保障了经济发
展的基本要素。四是必须坚持执政为民不懈怠。
五年来，我们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强化教
育文化、体育卫生、道路交通、供电供水等基础设
施建设，加快完善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
和慈善事业相衔接的社会保障体系，均衡发展各
项社会事业，全面推进平安淮阴、法治淮阴建设，
更多群众享受到了改革发展的成果。五是必须坚
持作风建设不松劲。五年来，我们以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和“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为契机，大力弘扬“真抓实干、攻坚克难”的工
作作风，立纪立规，立说立行，廉政建设、执政能力
和服务意识不断增强，全区凝心聚力抓发展、奋力
拼搏谋争先的干事氛围更加浓厚。这些经验弥足
珍贵，我们将一以贯之，不断发扬光大。

回顾过去五年，我们欣喜地看到，淮阴的发展
思路更加开阔，发展步伐更加坚实，人民群众有了
更多的获得感。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区委坚强领
导的结果，是区人大、区政协监督支持的结果，是
广大干部群众艰苦奋斗的结果，凝聚着各位代表、
各位委员的智慧和心血。在此，我谨代表淮阴区
人民政府，向在各条战线、各个岗位上辛勤耕耘的
全区人民，向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人民团体和各
位老同志，向驻淮部队指战员、武警官兵和公安干
警，向监督、支持政府工作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向帮助、关心淮阴发展的省市委驻淮帮扶工作队
队员、省市属驻淮单位同志、科技镇长团成员，向
所有参与淮阴建设的企业家和社会各界人士，表
示衷心的感谢！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
当前淮阴经济社会发展中还存在诸多困难和问
题：一是区域经济实力还不够强，经济总量不大，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偏低，与发达地区相比、与人民
群众的需求相比，还有差距；二是城镇化发展不够
快，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条件相对滞后，城乡
二元结构依然突出，统筹发展的任务还十分艰巨；
三是百姓还不富足，低收入人口比较多，对照新的
帮扶标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难度不小；四是社会
治理压力不断加大，群众诉求多元化，不稳定因素
依然存在；五是服务发展的效能还不高，部分干部
的执政能力，尤其是创新发展能力还有待提高，作
风建设还有待加强，等等。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将
高度重视，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

未来五年发展目标和主要任务
各位代表，新一届政府任期的五年，是建设更

高水平小康社会的决胜期。展望今后五年，世界
政治和地缘政治风云变幻，必然对中国经济产生
深刻影响。世界经济仍将处于缓慢复苏的进程
中，复杂性、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将进一步凸显。
新技术革命正在有力推动着全球经济结构调整，
信息技术和其他技术深度融合，消费需求个性化、
小众化势头明显，各类新型供给能力迅速形成。
总体而言，这种态势既带来很大的压力，也蕴含着
新的机遇。从宏观大局看，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
央作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形成了
以新发展理论为指导、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的政策框架，坚持和贯彻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为我们牢牢把握经济发展主动权、战胜各种困难
和挑战、推动经济稳步前进提供了科学指导。从
区域发展看，国家深入推进“一带一路”、长三角一
体化和沿海开发等战略，淮安苏北重要中心城市
建设进入关键阶段，长江经济带、淮河生态经济带
将构建起“大开放”体系，多项战略政策聚集发力，
势必催生新的发展动能，为我们借力发展、突破发
展提供了难得机遇。从淮阴发展前景看，区委提
出的“全市走前列，全面上台阶”两大奋斗目标，必
将引领淮阴迈入提速发展、升级跨越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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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上下团结拼搏、干部群众干事创业激情迸发，
汇聚成了加压奋进、追赶超越的强大力量。我们
坚信，只要我们认清大势，坚定信心，积极作为，为
长远发展打下坚实基础，淮阴的明天一定会更加
美好！

根据区第十二次党代会和区委十二届三次全
体会议精神，今后五年，政府工作的总体要求是：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以来各次会议以及省、市系
列重要会议精神，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引领，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牢固树立和贯彻新发
展理念，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以发展质
量和效益为中心，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紧扣“两聚一高”，瞄准“全市走前列，全面上台
阶”两大目标，努力充实“三个口袋”，抒写淮阴更
高水平小康社会新画卷。

今后五年，政府工作的奋斗目标是：到２０２１
年，地区生产总值突破６５０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达到６６亿元，规上固定资产投资达到６７０亿
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分
别达到４１７８０元和２０６９０元。

围绕上述目标，未来五年，我们的主要工作任
务是：

———建设更加稳固的工业支柱。建强园区，
到２０２１年，淮安高新区确保进入全省前１５名，力
争十强；建成省级经济园区１个、市级经济园区
１—２个。依托淮安高新区、市盐化淮阴园、新型工
业园等平台，以“建百亿项目、培百亿企业、育百亿
产业、跨千亿台阶”为目标，坚持存量培育和项目
招引齐抓并举、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同步推进，着
力培育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等新
兴产业，力争２０２１年开票销售达到１２００亿元，五
年新增规上工业企业１００户。

———建设更加繁荣的第三产业。以商贸服务
中心为核心，推动电子商务扩能升级，形成“产品
＋平台＋物流”为一体的营运模式。积极适应人
口老龄化趋势，加快发展养老养生产业，着力打
造苏北乃至全国有影响的养老养生中心。推动
旅游与生态、农业、文化、新型城镇化深度融合，
建设一批有产业、有文化、有影响的特色旅游项
目。服务业增加值占ＧＤＰ比重年均提升１个百
分点以上。

———建设更加富足的新型农村。优化城乡发
展资源配置，健全“五大融资平台带乡镇”机制，集

中打造渔沟、徐溜两个国家重点镇，支持码头、刘
老庄、赵集等发展特色小镇，建设全市一流、连通
城乡、辐射周边的“现代卫星城镇”。以国家农业
科技园区为载体，集中力量发展现代科技农业，不
断提高农业综合机械化水平。深化农村领域改革
创新，加大农业新型主体培育力度，提升富农惠民
水平。

———建设更加舒适的生态城镇。以满足公共
需求为导向，实施扩量增绿工程，城市绿化覆盖率
达到４０ ６％；大力推进棚户区、危旧房、城市水系
岸线改造，到２０２０年基本完成改造任务；强化便
民公共服务设施配套，着力构建“１５分钟社区服
务圈”和“５分钟便民生活圈”。持续削减主要污
染物排放总量，城乡综合环境质量有效提升，低碳
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成为共识，生产空间更加集约
高效、生活空间更加宜居适度、生态空间更加水清
地绿。

———建设更加幸福的和谐淮阴。着力增进群
众福祉，积极构建公路、铁路、航运互联互通网络，
形成内部“毛细血管”畅通、外部“同城效应”明显
的交通格局。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完善就业服务
和社会保障体系，推进教育文化、卫生医疗、体育
健身协调发展，让群众享有更多更完善的公共服
务。实施精准扶贫战略，提前实现低收入人口全
部脱贫，与全省同步达到２０１３版小康社会标准。
深入推进依法治区，完成“七五”普法任务，深化平
安淮阴、法治淮阴建设，不断提高群众的获得感和
幸福感。

２０１７年工作安排
各位代表，２０１７年是新一届政府的开局之

年，也是“全市走前列，全面上台阶”的起步之
年，做好今年工作尤为重要。今年全区经济社会
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８ ５％左右，全面完成市下达的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任务，规上固定资产投资增长１５％左右，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１１％左右，城乡居民收入分
别增长８％、９％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削减
完成市下达任务。围绕上述目标，重点做好六个
方面工作。

一、聚焦产业转型，加快提档升级，增创工业
经济新优势

深入开展“重大项目提质增效年”活动，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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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量、优化增量、提升质量，做强实体经济，确保规
上工业开票销售、工业入库税金、工业用电量分别
增长１１％、６％、６％。

突出项目抓招商。围绕传统和新兴产业，突
出欧美日韩、港澳台、珠三角、长三角地区，深化领
导招商、平台招商、产业招商、以商引商，推进规划
招商、环境招商、基地招商，突破一批领军企业和
龙头项目。一季度开展“招商引资百日竞赛”，坚
持部门、乡镇捆绑招商，全年新招引亿元以上项目
２０个，其中１０亿元以上项目３个。着力培育创新
型增长点，新招引超亿美元外资项目１—２个、
３０００万美元外资项目３—５个，确保外资实际到账
２亿美元。探索建立主导产业专家资源库，深化招
商信息每周会审制度，严格项目准入。注重专业
招商队伍建设，着力提升高新区、各乡镇招商队伍
共建水平，努力打造一支懂产业、通政策、擅谈判
的“招商劲旅”。

强化责任建项目。继续实施重大项目区领导
挂钩领办制度，同步攻坚四大百亿级项目，全面提
高项目建设质效。总投资１００亿元益威汽车电池
启动建设，总投资２００亿元富强新材料采输卤、烧
碱等子项目全面开工，总投资１３０亿元时代芯存
相变存储器主体建成，总投资１５０亿元德科码半
导体项目竣工投产，掀起重特大项目建设热潮。
硬化职能部门责任，加快立项、规划、环评等手续
办理，新开工国和新能源等１０亿元以上项目３
个，维福莱科技、闽泉纺织等亿元以上项目２０个。
严格落实项目推进责任，逐一制定项目建设工作
清单，健全任务分解、组织实施、协调会办、督查推
进“四大机制”，确保新竣工１０亿元以上项目２
个，亿元以上项目２０个。

统筹推进强产业。紧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
向，着力推动“三去一降一补”，为实体经济转型腾
出更多空间。勇于做“减法”。全面彻底排查落后
产能，坚决果断清理整顿。结合工业用地先租后
让和弹性出让，对新上产能严把环保、能耗、安全
等准入关，培育高质量的增长点。加快推进传统
产业升级计划，推进节能降耗、技术改造，全年完
成技改投入６０亿元。食品加工产业向精深加工、
终端食品、品牌食品发力，扩大市场占有率，开票
销售突破百亿大关。盐硝加工产业重点实施５亿
元淮江科技聚酯硫醚等技改项目，实现降本增效，
提升行业竞争力。善于做“加法”。深入实施新兴

产业扩张计划，持续做大产业引导基金规模，有序
推动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三大新
兴产业加速扩张。电子信息产业强化上下游项目
招引，延长产业链条，全力培育千亿级半导体产业
集群。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立足百亿级“智”造基地
目标，紧盯高档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等产业前
沿，推动伊弗特、普锐明等项目投产达效。新能源
汽车产业着眼于推广应用，发展培育锂电池、电
机、电控等细分行业，推进遨珀、金唐新能源汽车
等项目落地。

夯实基础育载体。围绕国家高新区挂牌目
标，完善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强化科技要素保
障，提升Ｒ＆Ｄ经费支出等重要创新指标，确保在
全省高新区考核排名中前移２位以上；深化产城
融合，加快中德低碳生态城、人才公寓等配套设施
建设，推进江淮科技园、中业慧谷二期等科技孵化
器年内竣工，着力打造宜业宜居都市工业园；突出
存量挖潜，加大“僵尸企业”清理力度，置换闲置厂
房２２万平方米，节约用地指标８３０亩。五大新型
工业园按照特色、联动发展原则，修编产业发展规
划，积极引入社会资本参与道路、管网和高标准厂
房建设。市盐化淮阴园与工业新区联动发展，建
立招商服务中心与投融资平台，以富强新材料为
主体，集聚更多的上下游企业，不断延伸化工产
业链。

聚焦创新促转型。依托“科技镇长团”纽带作
用，深化“百名博士帮百企”活动，不断提升自主创
新能力，争创全省创新型试点区。鼓励企业与大
院大所共建创新平台，新培育产学研科技创新示
范企业３０家，建立校企联盟５０家，联合共建研发
机构１０家以上。细化落实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和
创新型省份建设“４０条政策”，加大培育力度，省
市高新技术企业达到４７家。完善人才激励机制，
增强柔性引才能力，引进“双创人才”、“淮上
英才”８人以上。推进知识产权强区建设，新增专
利申请量、授权量２３００件、１２００件，万人发明专
利拥有量达到２４件以上。推进科技与金融紧密结
合，开展科技成果转化风险补偿、“苏科贷”等
科技型企业小额贷款业务，创业投资管理资金规模
达到３亿元。

二、突出科技兴农，强化资源整合，谋求现代
农业新突破

大力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国家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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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科技园区为核心，进一步优化农业产业体系、经
营体系、生产体系，促进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增强园区科技实力。充分发挥国家农业科
技园区示范带动作用，加快科技创新与推广深度
融合，着力打造农业现代化区域性发展平台。围
绕成果引进和转化，建成现代农业科技创新创业
孵化中心、淮安作物分子育种研究重点实验室，
引进现代种业、观光休闲、农产品精深加工等重
大农业项目１０个以上。搭建政产学研合作平
台，加强校地联盟共建，力争省高校新农村发展
研究院创新联盟、扬州大学农学院淮安研究院在
园区落地。

提升农业发展层次。实施现代农业发展计
划，强化农业龙头企业培植，新招引３０００万元以
上农产品加工项目８个，超千万元农业一三产项
目１５个，新增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６家。推
广生态循环农业，加快发展优质稻米、有机蔬菜
等绿色农业，建成通阳农光互补一期。实施畜
牧业升级计划，竣工投产温氏现代生猪养殖项
目，开工建设沪江畜业现代生猪养殖项目，加快
打造畜牧业养殖强区。大力发展特色水产、高
效园艺等产业，确保新增设施渔业１０００亩、设
施农业１万亩，高效园艺产值达到４２亿元。强
化“互联网＋农业”理念，加快“三品”认证和地
理标志农产品申报步伐，新增“三品”品牌２０
个以上。

拓展农业经营方式。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
革，探索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有偿退出、互换并
地、入股、转让等多种成果应用方式，全面完成土
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健全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和
信息服务体系，规范产权交易流程和规则，交易额
突破５亿元。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创成
市级以上示范合作社２０个、家庭农场２０家。加
快培育农业服务市场，以土地耕作服务社为载体，
建成使用古寨古西村、吴城河滩村等为农综合服
务中心１０个。实施新型农民塑造工程，开展农业
实用技术培训６０００人次以上，持证农业劳动力占
比提高５个百分点。

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实施水利惠民工程，深
入推进分淮入沂增补、黄河故道治理和淮涟灌区
节水改造，健全小型水利工程长效管护体制，提升
农业综合保障能力。开展高标准农田整村推进计
划，逐步减少农村“空关房”，启动农科园、渔沟、刘

老庄片区三个１０万亩高标准农田整治工程，建成
粮食绿色高产高效项目５个。建立健全农机服务
保障体系，推广各类农业机械２０００台套，农业综
合机械化水平达到８３ ５％以上。延伸粮食全产业
链，开工建设运南中心粮库，建成烘干房２２个，提
高粮食收储能力。加快气象灾害监测预警服务中
心建设，增强防灾减灾能力。

三、加快产业集聚，重抓板块打造，开创三产
发展新局面

顺应新兴服务消费增长迅速、需求旺盛的新
趋势，按照“新兴产业提速突破年”要求，着力培育
新增长点，推动服务业模式创新、跨界融合、多维
拓展。

精心培育商贸核心商圈。以“两河三岸”商贸
板块为重点，进一步完善商贸规划，加强临街商业
规划控制和业态提升，加快商贸业集聚发展。以
淮海路、黄河路、北京东西路为轴线，加快开源珑
城、颐和花园等综合体建设，做优幸福街、金润城
等精品街区，推进餐饮特色街和休闲娱乐行业向
精品化、特色化方向转变。突出大润发、乐天玛特
等商业节点，启动城市名人酒店周边地区ＣＢＤ商
圈、国华曼度广场建设，以品牌经营、连锁经营为
重点，引进大型购物中心、高端娱乐消费项目，不
断集聚人气商气。加大上市企业、股权投资类企
业培育和政策扶持力度，力争在“新三板”挂牌上
市企业２户以上。

做强做优电商物流平台。以综合大市场为主
阵地，招引规模电商平台、大型电商、物流集团入
驻，打造省级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加快电商新业
态培育，引导传统市场转型升级，确保婚庆礼品电
子商务创业园、大宁百货Ｏ２Ｏ商城年内投入运营。
依托互联网、物联网等信息技术，投入使用电商孵
化中心，培育一批淘宝村、淘宝镇，做大淮阴电商
品牌。加强与每鲜加、优品惠等电商平台合作，打
造“淮阴特产”统一品牌，将赵集粉丝、凌桥大米等
特色产品推向全国。抢抓“高铁时代”机遇，主动
融入“国际空港”，扎实推进苏宁物流自动化分拨
中心、现代物流园、海仑云仓物流园等项目，打造
现代物流业集群。大力发展航运物流，合理配套
航运线网，强化港口物流服务功能，推动港产城一
体发展。

积极打造文旅特色品牌。引导社会资本投资
发展文旅产业，有序开发优质人文自然资源，深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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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古县·乐游淮阴”品牌。继续举办“漂母
杯”、“韩信杯”系列活动，开发母爱文化、象棋文
化、红色文化等特色创意产品，以文化名片为媒
介，努力实现文化、经贸共赢发展。拓展文化创意
众创空间，招引服务外包、广告创意、动漫网游、信
息网络等项目，加快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化、规模
化。围绕“一核两带三区”定位，精心打造兼具红
色文化的刘老庄休闲观光农业体验区、兼具水韵
元素的赵集古堰度假区。加快推进雷尼奥等项
目，因地制宜发展休闲餐饮、采摘垂钓生态休闲
游，丁集薰衣草庄园、码头台湾柿子园争创省三星
级乡村旅游区。

四、注重统筹协调，提升品质内涵，展现城乡
建设新面貌

以“城乡发展提档升级年”为统领，加快推进
新型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更加注重内涵品质提
升，加快建设生态宜居、富有活力、特色鲜明的新
北城。

打造独具特色的品质之城。加强历史文化保
护和城市有机更新改造，挖掘、彰显、整合、串联城
市各类自然人文特色资源，建设有历史记忆、有时
代特征的现代城市。优化城市形象，着力消除城
区危旧房，实施淮阴师院东、香港路西等１２个地
块棚户区改造。提升城市绿化质量，新建古黄河
八期绿化风光带、城市绿色小客厅等工程，新增绿
化４０万平方米，城市绿化覆盖率提高到４０ ４％。
精心打造“夜淮阴”，重点做好沿河亮化、淮海北路
和珠江路夜景，不断彰显现代城市气息。精细经
营城市空间，促进城市地上地下空间复合利用，建
设一批分布合理的停车场、充电桩等设施，提升城
市综合承载能力。

构筑健康宜居的生态家园。重点打造医疗健
康板块，以淮安一院为集聚点，推进淮阴人民医
院、宝岛母爱妇产医院、爱尔眼科医院、东郊医院、
肿瘤医院等项目建设，倾力打造全市医疗服务中
心。加快养老养生产业小镇“阳光新城”、医养融
合服务中心建设，推动医养融合发展。按照“两减
六治三提升”专项行动计划，建立健全河长制，加
大国考、省考断面检测治理力度，加快东城污水处
理厂一期、青园污水处理厂配套管网建设，实现城
区污水管网全覆盖；加大城区油烟管控力度，推进
华能电厂超低排放，完成主要污染物减排任务。
深入开展城区河道扩面成湖、乡村河道疏浚清淤

等净化工程，努力实现水清岸绿、水秀城美。巩固
村庄环境综合整治成果，创建省级美丽乡村３个、
康居村庄３个、水美乡村３个。

塑造形象美好的文明城市。以决战决胜全国
文明城市为引领，组织开展市容管理突破、城市功
能完善、市民素质提升三大专项行动，促进城市形
象和市民精神面貌同步提升。落实“条块结合、以
块为主、合理分工”的城管机制，实施多部门协作
联动，构建高效精准的城管综合执法体系。加快
数字城管建设，成立数字城管监督指挥中心，整合
城市管理资源，实现问题发现、交办、处置、监管等
一体化和信息化，确保长效管理工作继续走在全
市前列。全力打造城管精品工程，扎实开展城市
管理示范路创建，加速淮海北路、银川路等路段的
形象出新。扎实开展市容市貌专项整治，加大违
法搭建、占道经营、乱停乱放等治理力度，全面整
治后街背巷。统筹做好“市民文明”和“城市文
明”，从遵守秩序、文明出行、垃圾分类、爱护环境
着手，完善市民行为规范，促进形成良好道德素养
和社会风尚。

开发人文风情的特色小镇。科学制定特色小
镇发展规划，培育一批产业特色鲜明、人文气息
浓厚、生态环境优美、示范效应明显的特色小镇。
重抓国家重点镇、省级重点中心镇建设，积极探
索ＰＰＰ、“平台带乡镇”等融资模式，引进乡镇发
展亟需的专业技术人才，建设渔沟文化活动中
心、徐溜荣舜广场等重点项目８个，确保“十个
一”工程全部达标。赵集水韵小镇，以水韵慢城、
渔家文化为主题，嵌入滨水景观带、非遗文化展
示带、渔家休闲体验带等板块，打造集休闲度假、
生态观光、文化体验于一体的“水慢城”。刘老庄
红色小镇，紧扣红色文化，依托当年农家、香园农
庄等项目，重点开发生态农业观光、民宿风情体
验等产品，讲好红色小镇新故事。码头运河小
镇，以运河文化、汉韵文化为主题，依托韩信故
里、枚乘故里等人文景区，充分融入观光农业、运
动休闲、美食体验等元素，高起点建设农科园功
能片区中心镇。

建设通联顺畅的交通路网。积极主动融入全
市快速路网，力争打通北京北路、淮海北路等铁路
道口，建成淮海路古淮河桥、承德路盐河桥，启动
建设淮河路西延、母爱路东延等道路，提升改造南
昌路、淮河路，全面畅通城区道路“主动脉”。构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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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交通走廊，开工建设４２９省道，改造完成宁连
路丁集联络线，确保５０３省道机场连接线及南延
段建成通车。做大内河枢纽港口，完成盐河航道
疏浚工程，加快许渡作业区建设，确保城东作业区
一期港池投入运营，着力打造盐河“黄金水道”。
开通西宋集、韩桥等５个乡镇的镇村公交，推动区
乡村三级公交无缝对接。

五、坚持富民优先，倾力改善民生，提升幸福
淮阴新高度

以“民生实事提标扩面年”为指引，把广大群
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工作追求，加强就业创
业、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社会治理等体系建设，
千方百计让群众口袋更鼓、生活更好、幸福感
更强。

拓宽富民之路。以落实省“３３条富民政策”
为抓手，集中力量、集中资源、集中政策打好“聚焦
富民”主攻仗，力促群众口袋富起来。坚持以就业
促增收，做好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工作，全
年开展创业就业培训３２００人次，新增就业６０００
人，登记失业率控制在３％以内。加快实施创业富
民，建立市场化创业担保贷款机制，研究出台鼓励
创业的扶持政策，推动“打工经济”向“创业经济”
转变。探索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完善
经营权发证及抵押登记流程，让“沉睡”的土地变
成“活资本”。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建立贫困群众
稳定受益机制，精准制定扶贫“菜单”，采取帮助就
业务工、购买公益岗位等措施，确保脱贫率达到
３０％，经济薄弱村纯收入增加３万元以上，１０个经
济薄弱村达到新“八有”目标。

办好惠民之事。不断完善各项机制，回应好
民生关切，把发展的关注点从ＧＤＰ转到百姓生
活上来。全面推进区域供水和农村饮水安全巩
固提升工程，加快淮沭河水厂二期和供水管网建
设，新建增压泵站４座，整体解决农村居民饮水
安全问题。积极推进老旧小区分类整治，完成小
区整治１５个。全年新改建农桥１００座、农路５０
公里。大力推进小区视频联网工程，确保具备条
件小区全部实现与公安网互联互通，切实提升群
众安全感。

守住保障之本。大力实施全民参保登记计
划，完善居民医保、大病保险政策，确保“五险”覆
盖率达到９５ ５％以上，新农合参保率稳定在９９％
左右。健全农村低保动态管理和精准识别长效机

制，加强经济状况核查，确保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
户应保尽保。充分发挥爱心淮阴救助协会等社会
力量的作用，完善社会救助体系，统筹推进助残、
济困等社会福利事业建设。扎实推进保障性安居
工程建设，开工建设泰和家园Ｂ区、月桂苑东苑等
安置房项目，年内交付５０万平方米。

做强民生之核。突出教育布局调整，加快建
设渔沟实验中学、东城中小学，推动优质教育资源
扩容增量。补齐民办教育短板，建成碧桂园天山
双语学校，促进公办民办优势互补。充分发挥省
民盟助培效能，健全名校帮扶共建机制，着力培
育一批人民更加满意的好学校、好校长、好教师。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全面推进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和分级诊疗制度，不断提升基层医疗机构卫
生服务能力。大力发展省市区乡四级医疗联合
体，建设全省基层院长培训基地，创建国家级慢
性病防控示范区。扎实推进“全面二孩”政策，综
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大力推进体育强区建
设，完善“城区１０分钟体育健身圈”，新建乡镇多
功能运动场７个，升级改造篮球场３０个。加快
图书馆、文化馆总分馆建设，力争博物馆二期年
内开馆。

筑牢稳定之基。加快社会治理创新，进一步
落实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健全群众
诉求的表达机制、解决机制、反馈机制，使群众问
题能反映、矛盾能解决、权益有保障。完善“公安
大巡防”体系，依法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
着力打造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升级版。建成区综治
中心，不断加大社会综合治理力度，及时就地化解
社会矛盾。推动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控制贷款
总量，有效防范金融风险。高度重视安全生产，深
化“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监管，确保全区安全生
产形势持续稳定。积极创建食品安全城市，完善透
明安全餐饮、放心菜市场等平台建设，提升食品安
全保障水平。强化应急演练，完善突发事件应急社
会动员和部门联动处置机制，全力打造更加和谐的
幸福淮阴。

六、牢记为民宗旨，切实转变作风，塑造落实
政府新形象

坚持把对人民负责、让人民满意作为政府工
作的第一准则、第一追求，以办事提速、服务提质、
效能提升为第一标准，重大局、讲奉献、强落实，全
面加强自身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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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职尽责，严于落实。坚持一切以发展为先、
以群众为本、以事业为重，努力做到心中有责、敢
于负责、尽职尽责。深入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
要求，切实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格落实党
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坚决反对“四风”，坚决反对圈
子文化和好人主义。加强廉政风险防控，严格遵
守《区政府议事规则》、《区政府党组议事规则》，
以规范执行推动工作落实；加大财政资金使用审
计力度，加强政府采购、产权交易和国有资产监
管，以内部监控推动工作落实；全面推进政务公
开，自觉接受人大法律监督、政协民主监督、社会
公众监督以及舆论监督，以外部监督推动工作
落实。

自觉担当，勤于落实。只为成功想办法，不为
失败找理由。坚决克服“碰到问题就躲、见到困难
就推、遇到矛盾就绕”的不良倾向，自觉增强担当
意识，主动推动工作落实。建立健全“三级落实”
推进机制，以清醒坚韧的定力、锲而不舍的作为，
将思路聚焦到转型上，将工作聚焦到发展上，精心
组织、统筹协调、严格考核，做到推进实、成效实。
注重从头抓起，一天接着一天干，一关接着一关
闯，努力开好局，以节节取胜确保“全市走前列，全

面上台阶”首战告捷。
开拓创新，善于落实。善作善成是抓落实的

方法要求，体现的是工作技巧和艺术。坚持把解
放思想、锐意创新贯穿于政府工作全过程，让发展
思路、工作部署和政策措施更符合实际、顺应民
意、富有创新。坚持超前谋划，深入调研重点难点
问题，从政策中找机遇，从困难中找对策，从问题
中找办法，善于用创新的思维、改革的思路、务实
的办法推动工作、打开局面。加快建设以权责清
单为核心的阳光高效审批体制，持续深化“放管
服”改革，实现层级全链审批，努力做到网上办、集
中批、联合审、代办制、不见面。以创新求突破，以
创新上水平，努力在培育新增长点上想办法、想招
数，在改造传统动能上出力度、出韧劲，在淘汰落
后产能上显决心、显智慧，在推陈出新中加快淮阴
经济“凤凰涅?”。

各位代表，新常态孕育新希望，新希望开启新
征程。让我们紧紧团结和依靠全区人民，在市委、
市政府和区委的坚强领导下，永不懈怠，奋发进
取，勇攀高峰，奋力抒写淮阴更高水平小康社会新
画卷！（报告名词解释详见附件２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

附件１：讲话专用名词解释
１． 四个全面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
治国、全面从严治党。
２． 两聚一高

聚力创新、聚焦富民，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
３． 一城五片

“一城”即中心城区；“五片”即刘老庄—徐溜
片区、渔沟片区、棉花庄—丁集片区、码头片区、赵
集片区。
４． 一区五园

“一区”即高新区；“五园”即张棉产业园、三
凌产业园、渔沟产业园、徐溜产业园、南陈集产
业园。
５． “４ ＋１”现代农业产业

“４”即优质稻米、高效园艺、规模畜禽、特色水

产，“１”即休闲农业。
６． 两减六治三提升

减少煤炭消费总量、减少落后化工产能，治理
太湖水环境、治理生活垃圾、治理黑臭水体、治理
畜禽养殖污染、治理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治理环境
隐患，提升生态保护水平、提升环境经济政策调控
水平、提升环境执法监管水平。
７． “十个一”基础项目

一个多规合一的建设规划、一个省级标准的
产业园区、一条特色鲜明的商业街区、一个标准化
的农贸市场、一所市区结对共建的优质学校和幼
儿园、一所二级标准的综合性医院、一个功能配套
的文体中心、一个富有品位的市民公园、一个规范
实用的垃圾和污水处理系统、一个高效快捷的便
民服务中心。
８． 三馆一站一中心

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文广站，社区综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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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活动中心。
９． 一坛五堂

淮阴爱心讲坛，党课会堂宣理论、实境课堂悟
理论、文艺礼堂唱理论、企业讲堂讲理论、网络学
堂学理论。
１０． 三调联动

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
１１． “２０字”好干部标准

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
正廉洁。
１２． “７８９·手拉手”百名青年干部阶梯培养计划

组织１名７０后区领导结对２名８０后科级干
部，安排１名８０后科级干部结对３名９０后青年
干部，形成总数１００名左右的青年干部互相
结对。
１３． “１ ＋４”教育培训机制

“１”即常态化开设村干部发展服务大讲堂；
“４”即全年办好初任村干部培训班、软弱后进基层
党组织书记和第一书记培训班、优秀村干部培训
班、社区党组织书记培训班四个班次。
１４． 一体四查

以开展作风建设常态化检查为主体，重点监
督检查违规公款吃喝和公务接待、违规发放奖金
津补贴、违规大操大办、新提拔领导干部财产
核查。
１５． 三类人

十八大之后不收敛不收手，问题线索反映集
中、群众反映强烈，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
使用的领导干部。
１６． 三个区分开来

把干部在推进改革中因缺乏经验、先行先
试出现的失误和错误，同明知故犯的违纪违法
行为区分开来；把上级尚无明确限制的探索性
试验中的失误和错误，同上级明令禁止后依然
我行我素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为推动
发展的无意过失，同为谋取私利的违纪违法行
为区分开来。
１７． 四种形态

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约谈函询，让“红
红脸、出出汗”成为常态；党纪轻处分、组织调整成
为违纪处理的大多数；党纪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
的成为少数；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成为
极少数。

附件２：报告专用名词解释
１． 三品

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
２． 两站三中心

两站，博士后工作站、院士工作站；三中心，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和工程中心。
３． 五通一平

通水、通电、通路、通讯、通气，平整土地。
４． 九通一平

通市政道路、雨水、污水、自来水、天然气、电
力、电信、热力及有线电视管线，平整土地。
５． 三证合一

将工商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
证合并为营业执照。
６． 一带一路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的简称。
７． 四个全面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
治国、全面从严治党。
８． 三个口袋

居民收入、企业利润、财政收入，被称作是居
民、企业、政府的“三个口袋”。
９． ２０１３版小康社会标准

江苏省２０１３年修订的《江苏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指标体系（试行）》，由原来的四大类１８项２５个
指标扩展到五大类２２项３６个指标。新标准体现
了科学发展、以人为本和转型升级、注重质量的要
求，兼顾平均数和大多数，突出了对民生幸福的高
度重视。
１０． Ｒ＆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译为“研究与开
发”。
１１． 一城五片

一城，中心城区；五片，刘老庄—徐溜片区、棉
花庄—丁集片区、码头片区、赵集片区、渔沟片区。
１２． “十个一”

一个多规合一的建设规划，一个省级标准的产
业园区，一条特色鲜明的商业街区，一个标准化的
农贸市场，一所市县结对共建的优质学校和幼儿
园，一所二级标准的综合性医院，一个多功能的文体
中心，一个富有品位的市民公园，一个规范化的垃圾

１２特　 载　



和污水处理系统，一个高效快捷的便民服务中心。
１３． 五城同创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国家生态市创建、国家环
保模范城市复核、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全国双拥模
范城创建。
１４． 新“八有”

有群众拥护的“双强”班子、有科学合理的发
展规划、有高产高效的农业设施、有特色鲜明的主
导产业、有持续稳定的集体收入、有先进适用的信
息网络、有健康向上的文明村风、有村容整洁的居
住环境。
１５． “４０条政策”

江苏省政府发布的《关于加快推进产业科技
创新中心和创新型省份建设若干政策措施的通
知》，简称江苏省创新“４０条政策”。
１６． ＣＢ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中央商务区，简称
ＣＢＤ，是城市经济、科技、文化的密集区，一般位于
城市的黄金地带。
１７． Ｏ２Ｏ

Ｏｎｌｉｎｅ Ｔｏ Ｏｆｆｌｉｎｅ，既可涉及到线上，又可涉及
到线下，将线下的商务机会与互联网结合，让互联
网成为线下交易的平台。
１８． 一核两带三区

一核，以主城区两河三岸、母爱文化产业园为核

心；两带，码头历史文化文旅产业带、刘老庄红色文化
文旅产业带；三区，近郊乡镇休闲采摘体验区、渔沟古
镇特色街区、赵集古堰和盐浴休闲度假区。
１９． 国考、省考断面

国家环保部对江苏省、省环保厅对淮安市考
核的河流断面，在我区范围的分别是淮沭新河韩
庄断面和盐河新渡断面。
２０． 两减六治三提升

两减，减少煤炭消费总量，减少落后化工产
能；六治，治理太湖水环境、治理生活垃圾、治理黑
臭水体、治理畜禽养殖污染、治理挥发性有机物污
染、治理环境隐患；三提升，提升生态保护水平、提
升环境经济政策调控水平、提升环境执法监管
水平。
２１． 三级落实

第一级落实主体为各乡镇、各部门主要负责
人，第二级落实主体为区政府分管负责人，第三级
落实主体为区政府主要负责人。
２２． 五大平台

高新区、综合大市场、农科园、城建交通平台、
市盐化淮阴园。
２３． “３３条富民政策”

江苏省委、省政府《关于聚焦富民持续提高城
乡居民收入水平的若干意见》，包含３３条“聚焦富
民”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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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情概览

历史沿革
　 　 淮阴在西周时地跨徐、扬二州，春秋后期属
吴，吴亡后属越。周贞定王二十四年（公元前４４５
年）楚国屡侵泗水流域，淮阴归属时越时楚，终属
楚。秦王嬴政二十四年（公元前２２３年），秦灭楚，
在淮河（今废黄河）南岸置淮阴县，隶属东海郡（一
说九江郡，也称郯郡）。

西汉初，析淮阴县西南地域置富陵县，高祖六
年（公元前２０１年），贬楚王韩信为淮阴侯，淮阴为
其封邑。十一年（公元前１９６年）杀韩信，淮阴侯
国除，仍称淮阴县。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１１７
年）置临淮郡，淮阴、富陵属之。

王莽新政，改淮阴为嘉信，并改临淮郡为淮平
郡。建武元年，恢复旧郡县名。

东汉初，临淮郡并入东海郡，淮阴县属之，且
撤富陵县，其地入淮阴县。永平十五年（７２年）改
临淮郡为下邳国，淮阴、淮浦、盱眙、徐县属下邳
国。建安十一年（２０６年）下邳国名废除，仍为下
邳郡，淮阴属之。

三国时属魏，晋太康三年（２８２年），广陵郡治
迁至淮阴。

南朝泰始三年（４６７年），淮北被北朝占领，刘
宋于淮阴侨立兖州，亦称北兖州。永明七年（４８９
年），割山阳、盱眙二郡地，将北兖州由侨置州改为
实土州，辖东平、阳平两郡。

东魏时北兖州改为淮州，东平郡改为淮阴郡，
寿张县改名怀恩县，淮州下辖淮阴、阳平、山阳、盱
眙４郡，淮阴郡辖怀、富陵（东魏时复置，在今洪泽
湖中）、鲁３县。

陈太建五年（５７３年），南陈伐北齐成功，占据

江淮地区，淮州复名北兖州，淮阴郡复名东平郡，
怀恩县复名寿张县。

隋初，复为淮阴郡，不久废郡为县。大业初年
（６０５年），首次并淮阴县入山阳县。

唐武德初年，恢复淮阴县建置。武德七年
（６２４年），淮阴再次并入山阳；乾封二年（６６７年），
淮阴又从山阳划出恢复县建置。

北宋时，依旧称淮阴县。
熙宁十年（１０７７年）泗州临淮县的吴城一带

划属楚州淮阴县。南宋建炎元年（１１２７年），吴城
一带设吴城县。绍兴三年（１１３３年），废吴城县。
绍兴五年（１１３５年）废淮阴县为镇，一年后又恢复
县建置。嘉定七年（１２１４年）淮阴县治移至八里
庄。绍定四年（金正大八年，１２３１年）地入于金，
金改淮阴为镇淮府，次年，即为宋江淮制置使赵善
湘收复。南宋咸淳九年（１２７３年）首次设置清河
县，属清河军，治所在淮河北岸的清口（古泗口时
称清口），咸淳年间（１２６５—１２７４年），淮阴县治从
八里庄迁回淮阴故城，于八里庄置新县城。

元初，淮阴、新城、清河三县并置，撤消清河
县，隶属于淮安路总管府。至元二十年（１２８３
年），淮阴县复并入山阳县。

明至清乾隆二十七年（１７６２年），淮阴县体制
与元时同。

民国初，废淮安府，县直属江苏省。民国３年
（１９１４年），清河县恢复淮阴县原名（因与河北省清
河县同名之故），并设淮扬道于此，淮阴为其属县之
一。民国１６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占领江苏后废淮扬
道。是年３月，撤消两淮市，清江浦复归淮阴县。民
国２１年，国民政府在淮阴设立第七行政督察区，辖
淮阴、淮安、涟水、宝应、泗阳、宿迁６县。

民国２６年１２月，日军入侵江南，江苏省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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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镇江迁至清江浦，民国２８年３月１日，日军侵占
清江，国民党江苏省政府迁至淮东，淮阴县政府在
县内农村至民国３２年。

民国２９年，中国共产党淮阴抗日民主政府在
县境北乡花庄成立。民国３４年８月，日本投降，９
月新四军解放淮阴城，改清江浦为清江市，农村仍
为淮阴县。不久，苏皖边区政府成立，驻清江，清江
市、淮阴县都为其所属。民国３５年９月，国民党军
队占领清江，淮阴县政府、淮阴专员公署都设于此；
中国共产党政府机关撤出清江市活动于北乡农村。
民国３７年１２月，人民解放军解放淮阴城，城区与淮
安合组为两淮市，市府驻清江浦；农村仍为淮阴县。
１９５１年１月，城区又从淮阴县析出，再度成立

清江市。１９５８年９月，清江市与淮阴县合并，成立
淮阴市。１９６４年１１月，市县再次分置为淮阴县和
清江市。１９７２年，淮阴县政府迁至王营镇。１９４８
～ １９８３年，淮阴县（市）均隶属于淮阴专员公署。
１９８３年３月，江苏省实行市管县体制，撤销淮阴地
区专员公署，设立淮阴市，淮阴县为其属县。是年
４月，全县统一实行县、镇（乡）、村（居）建制。

２００１年１月，淮阴市更名为淮安市，撤销淮阴
县设立淮阴区，区政府驻王营镇北京西路７３号，
２００５年迁至承德北路６０６号。

行政区划
　 　 淮阴区历史上曾经过很多次区划调整，至
２０１６年底，淮阴区共设立７个乡１４个镇共２１个
乡镇，即韩桥乡、凌桥乡、刘老庄乡、古寨乡、新渡
乡、袁集乡、老张集乡、王营镇、赵集镇、吴城镇、南
陈集镇、码头镇、三树镇、西宋集镇、吴集镇、渔沟
镇、丁集镇、五里镇、徐溜镇、王兴镇、棉花庄镇。
单设江苏省淮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原江苏淮
阴经济开发区）、淮安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淮阴工
业新区。

人口民族
【人口】 淮阴区总人口９３３６０３人，其中男４８４０７３
人，女４４９５３０人；全年出生１０９１６人，其中，男
５６８１人，女５２３５人，人口出生率为１１ ６９‰；死亡
２７７７人，其中，男１７７２人，女１００５人，死亡率为
２ ９７‰；自然增长率为８ ７２‰。

【民族】 淮阴区有回、苗、壮等３４个少数民族，
３６００人。少数民族居住相对集中的有一个民族村：
码头镇张庄镇村；三个民族组：分别是码头镇郑台
村４组，吴城镇淮泗村６组和城南村７组。居住在
城区的回民有１１００人，多住在东街和北桥两个社区，
除回族以外的其他少数民族，主要是从云贵川地区婚
嫁入的，人口较少，居住分散，基本都在农村。

自然地理
【位置面积】 淮阴区位于江苏省北部平原的中
心，地处北纬３３°２２′ ～ ３３°５６′，东经１１８°５６′ ～ １１９°
０９′，南濒洪泽湖（赵集镇洪湖村挡浪堤向南延伸７
千米），东到王兴镇盐西电站隔盐河与涟水保滩相
邻，北至徐溜镇冯庄村隔六塘河与沭阳县钱集相
望，西到竹络坝电站隔大运河与泗阳县毗邻。南
北长６２ ５千米，东西宽３８ ５千米，面积１２９１ ４８
平方千米。陆地面积１０３４ ４４平方千米，占总面
积的８１ ８３％。水域面积２５７ ０４平方千米，占总
面积的１８ １７％。
【地形地貌】 淮阴区地貌形态为黄泛冲积平原。
地形平坦，以废黄河为分水岭，向南北两侧逐渐倾
斜低洼。运北地区，海拔１０ ～ １２米，其地势西高
东低，由西向东呈微波形斜面，而其中有部分洼地
（夏家湖地区），海拔仅９ ～ １０米。运南地区，海拔
在１４ ～ １６米之间，称作西南高平原，其地势由北
向洪泽湖边呈波状倾斜。地貌可划分为废黄河高
漫滩、堤侧倾斜平原、决口冲积扇形平原三大类。
【土壤条件】 境内土壤主要为潮土类，耕层厚度
一般为１６厘米左右，有强石灰反应，耕层容重为
１ ２９克／立方米左右，孔隙度为５０ ４２％，非毛管
孔隙度耕层稍低，而通体较高，故该土类一半土体
内通气透水性良好。土壤有机质含量平均值很
低，不同质地存在着差距，ｐＨ值介于７ ９ ～ ８ ３之
间，呈碱性。

气候特征
　 　 淮阴区地处北亚热带和暖温带交界区，属暖
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季风显著。年平
均气温１４ １℃，年平均日照时数为２２３３ ４１小时。
年均降水量９３４ ８毫米，年雨雪日平均为１０６ ６
天，梅雨多雨季节，平均在６月２５日进入雨季，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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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中旬雨季结束。区内冬季盛行东北偏北风，春
季盛行东北、东南风，夏季盛行东南偏东到东南
风，秋季盛行东北偏北到东风。年平均风速为３ １
米／秒；４、５两月平均风速最大为３ ９米／秒；风速
在１７米／秒的大风，累年平均出现８ ９次。区内
无霜期较长，按地区最低温度大于０℃统计，平均
无霜期为２１６天，初霜期平均在１１月８日，终霜期
平均在４月１日。淮阴区气候主要受季风环流影
响，自然灾害较为频繁，灾害性气候有涝、连阴雨、
旱、寒潮、霜冻、大风、冰雹等，但主要是涝渍和干
旱。涝渍是淮阴区的主要灾害。夏涝一般出现在
每年的６月下旬至９月上旬，秋涝出现在９月中旬
至１１月下旬，连阴雨有春季、初夏和秋季三种情
况。重大涝灾一般为四至五年一遇。干旱发生机
率少于涝灾，平均为十年一至两遇。

资　 源
【土地资源】 淮阴区土地总面积为１３ ０７万公
顷。其中，农用地９ ５０万公顷（耕地７ ３４万公
顷、园地４１３９ ８２公顷、林地１１６９ ４４公顷、其他农
用地１ ６３万公顷），建设用地２ ４６万公顷（居民
点工矿２ ２５万公顷、交通运输１９３７ ０６公顷、水利
设施用地１７６ ６７公顷），未利用地１ １２万公顷。
【水资源】 淮阴区水资源条件较好，河网纵横，沟
渠密布。地表水资源总量多年平均值约为６ ４５
亿立方米，其中地表径流比较丰富，流量约１ ５８
亿立方米。年降水量基本稳定在１０００毫米左右。
地下水按水文地质区可划分为鲁苏隆起水文地质
区、洪泽盆地水文地质区、淮安中断陷盆地水文地
质区，有利用价值的主要是松散岩类孔隙水。
【生物资源】 淮阴区野生动物有３０种，其中兽纲
７种、鸟纲１７种、爬行纲４种、两栖纲２种。植物共
有６０个科、１０５个属、１９８个种，其中在全县范围内
生长良好，能够用于造林绿化的树种有３９种。
【矿产资源】 淮阴区发现的矿产资源主要有岩盐
矿产、无水芒硝、天然碱、油气矿、黏土、矿泉水等。

２０１６年气候
【低温冻害】 受强冷空气影响，１月２２日～ ２４日
气温出现较大降幅，２４日最低气温－ １３ ０℃，创

１９９２年后新低，全区出现严重冰冻，道路结冰，湖
面出现封冻，全区多处供水主管网和消火栓被冻
坏。１１月２２日～ ２４日北方强冷空气自北向南影
响，气温出现较大降幅，２４日最低气温－ ４ ７℃。
【雾霾天气】 全年雾霾频繁出现，大雾日数达６５
天，霾日数达１５０天。雾霾期间，大气维持静稳状
态，对污染物稀释、扩散不利，１月～ ６月、１１月～
１２月雾霾交替出现，影响范围大，空气质量达到
中、重度以上污染，持续的雾霾天气对人民生产生
活和交通运输产生较大影响。
【暴雨强对流天气】 ６月２３日中午前后，自北向
南出现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２３
日～ ２４日降水总量达１１９ ８毫米。据淮阴区防汛
指挥部统计：淮阴区境内三树镇、渔沟镇、凌桥乡、
棉花庄镇、王营镇等降雨较大的乡镇低洼农田积
水受涝严重，农作物受淹面积近４万亩，其中渔沟
镇农作物受淹面积２ ５万亩。据区民政局统计：
受灾人口达５１６０人，直接经济损失９６２万元。７
月２６日下午，淮阴区中北部发生强对流天气，出
现雷雨大风，全区受灾人口１２００人，直接经济损
失８４万，其中农业损失６９ 万、房屋受损损失
１５万。
【连阴雨】 受台风和冷空气的持续影响，入秋后
淮阴区阴雨天气不断，１０月降水量达历史同期第
一位，刷新有记录以后的１０月历史极值，累计降
水量和雨日数均为历史同期第一。长期的连阴雨
天气，除了影响交通出行外，对农业的生产危害性
极大。持续的降水，导致大部分地区农田土壤持
续偏湿。连续阴雨造成田间积水，农机不能下地，
部分水稻由于连日阴雨寡照，出现穗发芽现象，对
秋收秋种造成较大影响，特别是成熟待收的杂交
稻，有倒伏和发芽现象。
【高温】 受副高压影响，出现全区范围的持续高
温天气，其中７月２２日～ ２６日、２８日～ ３０日，８月
１３日、１９日出现１０天３５ ０℃以上的高温天气。
【干旱】 由于８月中旬开始各地降水异常偏少，
加之气温较高、日照时数多，蒸发大，田间水分消
耗大，造成土壤失墒快。９月初全区大部地区出现
不同程度的气象干旱，其中中北部地区达到重度
气象干旱。从调查情况看，灌溉条件好的地区，因
为光温条件得到充分的应用，作物长势好，而灌溉
条件差的地区，作物受旱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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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１月
　 　 ４日，淮阴区领导分片调研村庄环境整治工
作。区委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率队调研淮高片
、淮沭片；区长朱晓波率队调研运南片、淮泗片
村庄环境整治工作。
６日，淮阴区召开２０１５年市科学跨越发展目

标迎检碰头会，对市科学跨越发展目标迎检工作
进行研究和部署。、朱晓波、葛志胜、陆益民等
区四套班子领导人出席会议。区委书记主持会议
并就做好此项工作提出要求。
７日，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葛平率队到淮阴

区检查考核２０１５年度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情况。区委书记主持召开汇报会，朱晓波、葛志
胜、陆益民等出席会议。
８日，区委书记主持召开第十一次党建周例会

，朱晓波、葛志胜、陆益民及各乡镇、各部门负
责人参加会议。
１１日，区政协主席葛志胜带队到刘老庄、古

寨、徐溜等乡镇实地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区委常
委、区人武部部长刘军洲，副区长谢鹏等参加
活动。
１３日，市科学跨越发展目标考核组对淮阴区

２０１５年度考核目标完成情况进行考核。、朱晓波
、葛志胜、陆益民等参加汇报会。

１４日，根据中央、省、市委部署和淮阴区“三
严三实”专题教育总体安排，区委常委会召开２０１５
年度“三严三实”专题民主生活会。市委常委、纪
委书记葛平全程参会指导。区委书记主持会议。
１７日，捷克南捷克州议员安东尼·科拉克率

领企业家代表团到淮阴区考察。区领导、陈张、
万旭东、吴国飞等陪同。
２１日，副市长赵洪权率领市农委、水利局、农

开局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到淮阴区调研农业农村
工作。区长朱晓波、区委副书记杨维东、副区长殷
俊及涉农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汇报会。

△区委书记到王营镇参加“三严三实”专题
民主生活会，并就该镇做好民主生活会后续工作
提出具体要求。区委常委吴国飞参加活动。
２２日，省委第九巡视组副组长徐阳升、陈志伟

向淮阴区委书记反馈巡视情况。在随后召开的巡视
情况反馈会上，陈志伟代表巡视组向淮阴区领导班
子进行反馈，淮安市委常委、纪委书记葛平对淮阴
区做好巡视整改工作提出具体要求，主持会议并讲
话。
２３日，淮阴区召开确保首季“开门红”专题汇

报会。、朱晓波、葛志胜、陆益民、杨维东、张
在明、孙晓燕、陈张、张爱民、万旭东等出席会
议。
２５日，淮阴区十六届人民政府第二十三次常

务会召开，朱晓波、陈张等区领导出席会议。区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韩国虎、区政协副主席朱靖军应
邀出席会议。
２６日，淮阴区召开会议专题部署２０１６年冬春

水利建设工作，区长朱晓波、副区长殷俊及相关部
门、乡镇分管负责人出席会议。
２７日，区长朱晓波率领区政府办、环保局、安

监局、消防大队、市场监管局、供电公司等相关单
位负责人检查全区安全生产工作，区委常委、常务
副区长陈张，副区长谢鹏等参加检查。
２９日，淮阴区召开省委驻淮帮扶工作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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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座谈会，欢送圆满完成本届帮扶任务的省委
驻淮阴区帮扶工作队。区委授予省委驻淮阴区帮
扶工作队党委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区政府给予
符伟星等５人记三等功奖励，并授予省委驻淮阴
区帮扶工作队队员“淮阴区荣誉市民”称号。朱
晓波、葛志胜、陆益民等出席会议。
３１日，由淮安市政府组织的“淮安养老养生

产业园总体发展规划”专家评审会在淮阴区会议
中心召开。副市长王兴尧，市政协副主席孙晓阳，
区委书记、副书记杨维东、常务副区长陈张、区
委常委万旭东等市区领导出席会议；财政局、住建
局、民政局等相关部门负责人，中国社会福利协会
副会长兼秘书长冯晓丽等专家参与评审活动。

２月

　 　
１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淮阴区第九届委

员会第五次会议在区行政中心一楼报告厅开幕，
区委书记，区长朱晓波，区政协主席葛志胜，区
政协党组副书记张在明，区政协副主席赵欣、张植
林、朱靖军、谢华山，区政协秘书长纪家龙等在
主席台前排就座。首先代表中共淮阴区委对大会的
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出席会议的各位同志和各位
委员致以诚挚的问候。区政协主席葛志胜代表政协
淮阴区第九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向大会作工作报
告。大会审议区政协常委会关于九届常务委员会提
案工作情况的报告（书面），进行参政议政发言
。朱晓波在大会发言结束时讲话。
２日，淮阴区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

议在区会议中心开幕。大会执行主席、陆益民、
刘翠花、穆文清、韩国虎等在主席台前排就座。
区委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主持大会。在主席台
就座的还有朱晓波、葛志胜、杨维东、陈张、龚
李萍、张爱民、万旭东、吴国飞、刘军洲、李尚
武等区领导。宣布大会开幕。区长朱晓波代表区政
府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大会以举手表决
的方式一致通过《关于设立淮阴区第十六届人民代
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和法制委员会的决定》（草
案）、《选举办法》（草案）和《淮阴区人民代
表大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人选通过办法》（草案
）。

３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淮阴区第九届委
员会第五次会议完成各项议程，在国歌声中闭幕。
区政协领导葛志胜、张在明、赵欣、张植林、朱靖
军、郑静，秘书长纪家龙出席会议并在主席台前排
就座。区委常委、组织部长李尚武，区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穆文清，副区长谢鹏应邀出席会议。大会由
区政协副主席张植林主持。大会应到委员２１４人，
实到１６２人，符合法定人数。大会选举张在明、郑
静为政协淮阴区第九届委员会副主席。区政协副主
席赵欣宣读表彰优秀提案的决定。大会审议并通过
区政协九届五次会议决议。区政协主席葛志胜致闭
幕词。
４日，淮阴区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

议完成各项议程，在区行政中心闭幕。上午９时，
区十六届人大五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会
议应到代表２８２名，实到２５０名，符合法定人数。
、陆益民、刘翠花、穆文清、韩国虎等区领导在
主席台前排就座，朱晓波、葛志胜、杨维东、孙晓
燕、陈张、龚李萍、张爱民、万旭东、吴国飞、刘
军洲、李尚武等区领导在主席台就座。会议通过关
于接受辞去区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
任职务请求的决定；通过区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组
成人员名单、区人大法制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选
举陆益民为区人大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听取议案
审查报告、“十三五”规划纲要及计划、财政审
查委员会审查报告。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关
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通过关于区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的决议；通过
关于区２０１５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及２０１６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通过
关于区２０１５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２０１６年财政预
算报告的决议；通过关于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的
决议；通过关于区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通过
关于区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大会结束前，
作讲话。
５日，区委书记带领区安监局、商务局、市场

监管局等相关单位负责人进行春节前检查。区委常
委、常务副区长陈张，区委常委、组织部长李尚
武参加检查。

△区委书记率领区委办、总工会、民政局等
相关部门负责人开展春节慰问活动，区委常委、
常务副区长陈张，区委常委、组织部长李尚武参
加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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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长朱晓波率领相关部门负责人走访慰问
工作在一线的环卫工人、公安干警、文艺工作者
等，为他们送上慰问金、慰问品及新春的祝福。
７日，区领导、陆益民、杨维东、张爱民、吴

国飞、李尚武等到部分基层单位，看望和慰问坚守
在一线的干部职工，对他们坚守一线、辛勤工作表
示感谢，并向他们送去节日问候与新春祝福。
１４日，市长惠建林率队到淮阴区慰问一线干

部职工，市、区领导张彤、戚寿余、陈涛、陆长苏、唐
道伦、王红红、范更生、、朱晓波等陪同慰问。
１６日，区委书记主持召开全区乡镇确保开门

红、大干保全年专题汇报会，集中听取２１个乡镇
工作情况汇报，并对下一步工作提出具体要求。
区领导朱晓波、葛志胜、陆益民、龚李萍、吴国
飞、李尚武、张在明及各乡镇党政主要负责人参
加会议。
１７日，全区２０１５年度科学跨越发展目标总结

表彰大会召开。、朱晓波、葛志胜、陆益民等出
席会议，区长朱晓波主持会议。

△全区领导干部警示教育大会召开，深入贯
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加强对领导干部的廉
政教育，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为“发展走前列、
全面达小康”提供有力政治和纪律保障。、朱晓
波、葛志胜、陆益民等出席会议。
１８日，副市长唐道伦率队到淮阴区调研，区委

书记，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陈张，区委常委吴
国飞，副区长、高新区党工委书记张健等陪同调
研。

△副市长赵洪权到淮阴区视察重点水利工程
项目，区长朱晓波、区委副书记杨维东、副区长殷
俊陪同视察。
１９日，淮阴区召开春节后第一次招商引资信

息汇报会，区领导、朱晓波、杨维东、陈张、龚
李萍、万旭东、吴国飞、张在明等出席会议，各相
关单位、各乡镇负责人参加会议。
２０日，市长惠建林，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戚

寿余率队到淮阴区调研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朱晓
波、葛志胜、陆益民等参加活动。
２３日，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焦扬一行

到淮阴开展家庭文明建设和最美家庭创建等工作
调研。省妇联主席缪志红，市、区领导姚晓东、张
彤、杨维东、李尚武等陪同。

２５日，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陆益民率队视察残
疾人康复工作。刘翠花、穆文清、韩国虎、李娟等
区人大领导参加视察。
２６日，区委书记主持召开区委常委（扩大）

会，葛志胜、陆益民、杨维东、孙晓燕、陈张、
龚李萍、万旭东、吴国飞、刘军洲、张健、殷俊、
谢鹏、杨捷等参加会议。
２７日，区委书记主持召开第十二次党建周例

会。朱晓波、陆益民及各乡镇、各部门负责人参
加会议。
２９日，区委书记主持召开重大项目推进会，

朱晓波、杨维东、陈张、龚李萍、吴国飞、李尚
武、张健等出席会议，各相关乡镇、部门负责人
参加会议。

△淮阴区与河南省荥阳市开展象棋文化产业
合作与发展交流活动。区长朱晓波，区委常委、宣
传部长孙晓燕等参加活动。

３月
　 　 １日，淮阴区召开全区党建工作会议，回顾总
结２０１５年党建工作，安排部署年内工作任务。区
委书记在会上讲话，区长朱晓波主持会议，葛志胜
、陆益民等参加会议。
３日，区委书记、区长朱晓波率领淮阴区党政

代表团赴盐城大丰考察。区领导葛志胜、陆益民
、杨维东、陈张、龚李萍、杨捷以及有关乡镇负
责人参加活动。盐城市委常委、大丰区委书记倪峰
，区长宋勇、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吴家祥等领导陪同
考察。
１０日，市长惠建林到淮安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调研。市、区领导练月琴、赵洪权、朱晓波、杨维
东、谢鹏及市、区相关部门负责人陪同调研。
１１日，中建八局副局长李国一行到淮阴考察，

寻求合作共赢项目。区领导朱晓波、陈张、张春
荣、杨捷等会见考察团成员。
１５日、朱晓波、葛志胜、陆益民等到樱花园

参加春季义务植树活动。
１８日，纪念新四军刘老庄八十二勇士殉国７３

周年大会举行。朱晓波、葛志胜、陆益民等参加纪
念活动。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陈张主持纪念
活动。
１９日，区委书记主持召开第十四次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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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周例会和区委、区政府两套班子务虚会。朱晓
波、葛志胜、陆益民及各乡镇、相关部门负责人参
加会议。

△省“法治县区”考核组到淮阴区检查考核
“法治县区”创建工作，区委书记，区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张爱民等出席汇报会。
２１日，“蓝天·助跑关爱”捐赠活动启动仪式

在淮州中学报告厅举行。区长朱晓波参加仪式并
讲话，副区长张春荣主持仪式。
２３日，区委书记主持召开“抓党建、促发展

”全区重大项目建设工作会。朱晓波、陆益民、
杨维东、龚李萍、吴国飞、李尚武、张健及各乡
镇、各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

△区长朱晓波会见大银控股有限公司副总裁
张凡、中核二四公司投资事业部总经理孙云华一
行，就双方合作进行友好洽谈。张健、张春荣、杨
捷等参加会见。
２５日，淮阴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一次代表

大会开幕。区委书记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文联主
席、党组书记张益民在会上致辞，区长朱晓波主
持大会。杨维东、孙晓燕、穆文清、赵欣等出席
大会开幕式。
２６日，葛平、唐道伦、朱晓波、杨维东、陈

张、万旭东、张健等市、区领导会见淮安德科码
半导体有限公司嘉宾：上海海湾投资公司董事长汪
致重，淮安德科码半导体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
理夏绍曾，上海海湾投资公司总经理张思华，德科
码集团总裁李睿为，中铁二十五局集体有限公司董
事长、党委书记张建国等进行友好洽谈。

△淮阴区半导体产业发展基金签约仪式举
行，区领导、朱晓波、杨维东、陈张、万旭东、
张健等出席，项目方代表———淮安德科码半导体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夏绍曾，投资方代表—
——中铁二十五局集体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张建国，基金方代表———香港德科码董事方时俊
、无锡怡和国联基金合伙人黄鸣浩等出席签约仪式
。
２７日，淮阴区１３个工业重大项目集中开工，

总投资超４００亿元。市、区领导姚晓东、葛平、唐
道伦、朱晓波、葛志胜、陆益民等出席项目开工
奠基仪式。
３０日，区委书记调研全区在建重点项目。区

领导陈张、吴国飞、李尚武等陪同调研。

３１日，区委书记带队调研淮阴区“抓党建、
促发展”农业农村工作，区领导杨维东、吴国飞
、殷俊及相关单位负责人参加活动。

４月
　 　 １日，区委书记主持召开招商引资信息汇报会
，葛志胜、陆益民及相关乡镇、部门负责人参加
会议。
６日，淮阴区召开全区签约拟开工重大项目推

进会，、朱晓波、葛志胜、陆益民等出席会议。
△淮阴区召开全区在建重大项目推进会，会

办项目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朱晓波、葛志
胜、陆益民等区四套班子领导参加会议。
７日，全区“抓党建、促发展”“五星”创建提档

升级推进会召开。区委书记作重要讲话。朱晓波
、葛志胜、陆益民等出席会议。

△淮阴区召开专题会议对乡镇党委换届工作
进行安排部署。区委书记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
常委、组织部长李尚武主持会议并对工作进行具
体部署。
１３日，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常务副主席

陈晓光出席民盟江苏省委与淮阴区共同举办的
“‘烛光行动’合作基地·淮阴”揭牌仪式。出席
活动的还有全国人大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龙庄
伟，国土资源部副部长、民盟江苏省委主委曹卫
星，市长惠建林，市政协主席王维凯，市政协副主
席、统战部长仲波，民盟省委副主委吴胜兴等。
朱晓波、葛志胜、陆益民及市、区相关单位负责
人等参加活动。副市长、民盟淮安市委副主委王
红红主持揭牌仪式。
１４日，区长朱晓波会见光大国际绿色环保副

总裁王殿二一行，就双方合作进行洽谈。副区长
谢鹏及环保局、发改委、城管局等相关单位负责人
参加会见。
１８日，区委书记主持召开区委常委（扩大）

会议，听取五大平台分管负责人关于２０１５年承担指
标完成情况，分管指标一季度完成情况、冲刺“
双过半”主要举措，以及挂钩重点项目等情况汇报
。朱晓波、葛志胜、陆益民等出席会议。
２０日，省水利厅副厅长、省淮河下游联防指挥

部指挥叶健到淮阴区检查指导淮沭河防汛工作。

９２大事记　



区长朱晓波以及相关部门负责人陪同视察。
２６日，淮阴区第四届“区长杯”校园足球联赛

决赛开幕式举行，省教育厅副厅长朱卫国，市、区
领导王红红、朱晓波、孙晓燕、穆文清等出席开
幕式。
３０日，区委书记主持召开全区一季度市科学

跨越发展考核季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会，总结上阶
段工作，部署下一阶段任务。朱晓波、葛志胜、
陆益民及各乡镇、相关单位负责人参加会议。

５月

　 　
３日，区长朱晓波，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陈张

一行检查指导“营改增”试点工作推进情况，相关
部门负责人陪同。
４日，全区区乡换届风气监督工作推进会召
开。区领导、龚李萍、李尚武等出席会议。
５日，区政协主席葛志胜率队视察全区安全生

产工作，区政协领导张在明、赵欣、张植林、朱靖军
等参加活动。
６日，区委书记主持召开招商引资信息汇报会

，进一步梳理招商信息，强化项目跟踪。区领导
葛志胜、杨维东、龚李萍、李尚武、谢鹏、张在
明等参加会议。
７日，淮阴区“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工作部署

会召开。陆益民、龚李萍、张爱民、吴国飞、刘军
洲、桑绍淮、谢鹏等参加会议。区委副书记杨维东
主持会议。区委常委、组织部长李尚武传达中央
和省、市委“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工作相关会议精
神。市委组织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协调小组综
合组有关领导列席会议。
１０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陈

洪玉率队到淮阴区视察防汛工作。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陆长苏、李冰、刘华等参加视察。市、区领
导赵洪权、谢鹏等陪同。
１２日，由省住建厅牵头的２０１６年淮阴区“五

方挂钩”帮扶协调工作会议在南京召开。省政府
副秘书长、省扶贫办主任杨根平，省住建厅党组书
记顾小平，省委农工办副主任王巨祥，省住建厅副
厅长刘大威，市农工部部长、扶贫办主任严继林，
区领导、杨维东、李爱国、殷俊等出席会议。淮
阴区“五方挂钩”帮扶协调小组成员单位分管人

和联络员，区有关乡镇主要负责人，以及省委驻淮
阴区帮扶工作队全体队员参加会议。
１７日，区委书记率领相关部门负责人赴高新

区调研，区领导朱晓波、龚李萍、吴国飞等参加
调研。副区长、高新区党工委书记张健汇报相关
情况。

△淮阴区召开防汛防旱工作会议，贯彻落实
省、市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全区防汛防旱工作任
务。区长朱晓波，副区长殷俊参加会议。
１９日，区政协主席葛志胜率队视察学校体育

艺术教育工作，区政协领导张在明、赵欣、张植林、
朱靖军、郑静等参加视察。
２１日，淮阴区与琥珀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签

订协议，合作实施年产５万辆新能源汽车项目。
区委书记，区委常委、组织部长李尚武，副区长
、高新区党工委书记张健参加签约仪式。
３０日，全区夏季秸秆禁烧禁抛和综合利用工

作会议召开，区领导朱晓波、杨维东、龚李萍、吴国
飞、李尚武等出席会议。
３１日，区长朱晓波带领区经信委、国税局、财

政局等相关部门负责人深入挂钩服务企业调研。
副区长、高新区党工委书记张健参加调研。

６月
　 　 １日，区长朱晓波主持召开２０１６年市目标冲
刺“双过半”汇报会。区领导吴国飞、张春荣、盛婧
等出席会议。

△区政协主席葛志胜率队视察全区水利防汛
工作，张在明、赵欣、张植林、朱靖军、郑静等参加
视察活动。
３日，区委书记主持召开全区招商引资信息汇

报会，朱晓波、杨维东、陈张、吴国飞、李尚武
、谢鹏、张在明、张健及相关乡镇、部门负责人
参加会议。
６日，区长朱晓波会见光大国际绿色环保副总

裁邵启超一行，并就光大国际生物质及生活垃圾
处理发电一体化项目相关问题进行会办，区人大
常委会主任陆益民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淮安市澳华农牧有限公司李德发院士工作
站揭牌仪式在淮阴区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德
发，市、区领导赵洪权、朱晓波、殷俊及相关部门负
责人参加仪式。

０３ 　 淮阴年鉴（２０１７）



７日，区委书记，区长朱晓波，区委常委、
宣传部长桑绍淮视察高考工作，要求各相关部门
务必精心组织、周密安排，确保高考顺利进行。

△淮阴区召开在建重点项目现场推进会。朱
晓波、陆益民、杨维东、陈张、龚李萍、吴国飞
、李尚武、谢鹏、张健等参加活动。
１２日，区委书记率队调研全区交通工作。区

领导杨维东、陈张、吴国飞、李尚武、张春荣等
参加调研。

△区长朱晓波带领区政府办、规划局、国土
局、财政局负责人赴高新区调研国家高新区创建、
在建项目建设进展及科学发展综合考核评价等工
作，协调解决存在的问题。副区长、高新区党工委
书记张健参加调研。
１４日，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陈涛到淮阴区调研

张纯如纪念馆建设情况。区委书记，区委常委、
宣传部长桑绍淮等参加活动。
１６日，区长朱晓波会见到访的韩国庶民民生

对策委员会顾问金潼重，洽谈韩国现代重工相关
投资事宜。
２０日，区委书记调研城建工作。区领导杨维

东、陈张、龚李萍、桑绍淮、李尚武、谢鹏、张
春荣参加调研。
２１日，淮阴区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召开。葛志

胜、杨维东、李爱国、殷俊、王俊超等参加会议
。

△省台办副主任张为到淮阴区调研母爱文化
对台湾交流基地建设情况。区领导、吴国飞、桑
绍淮等陪同调研。
２２日，目标差别化考核分组部门第二组述职

会召开。区领导、陆益民、杨维东、陈张、龚李
萍、张爱民、桑绍淮、谢鹏、乐翔、殷俊等出席
会议。
２４日，签约项目推进会召开。、朱晓波、葛

志胜、陆益民等参加会议。
２８日，开展“重温入党誓词，不忘入党初心，

做合格党员”活动。、朱晓波、陆益民等党员领
导干部参加活动。

△市委常委、纪委书记葛平到淮阴区棉花庄
镇大福村开展“庆七一·联系点上过党日”活动，
走访慰问老党员和结对帮扶的贫困学生，调研了
解大福村集体经济发展情况，现场会办解决有关
问题。区领导、龚李萍等参加活动。

２９日，区委书记率队观摩南陈集镇、韩桥乡
、吴城镇、吴集镇、三树镇、棉花庄镇等目标差
别化考核（丁组）６个乡镇的项目及建设情况。朱
晓波、葛志胜、陆益民等参加观摩。
３０日，淮阴区召开会议，纪念建党９５周年。

、朱晓波、葛志胜、陆益民等党员领导干部出席
会议。

７月
　 　 １日，区长朱晓波主持召开招商引资信息汇报
会，杨维东、陈张、龚李萍、张在明及相关单位、乡
镇负责人参加会议。
６日，区委书记主持召开目标差别化考核乡镇

（乙组）汇报会。要求该组６个乡镇要坚定信心
、创新实干、以民为本、以上率下，努力为全区
发展多作贡献。朱晓波、葛志胜、陆益民等参加
会议。
１２日，区政协主席葛志胜率队视察供电工作。

区政协领导张在明、赵欣、张植林、朱靖军等参加
活动。
２０日，淮安市公务员“两学一做”党课直通车

走进淮阴区，特邀青岛市委党校教授、党史党建教
研部副主任刘桂英讲解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共
产党宣言》。、朱晓波、葛志胜、陆益民及全区
副科级以上党员干部共７００多人参加党课学习。
区委副书记杨维东主持党课学习。

△江苏淮阴温氏畜牧有限公司项目开工奠基
仪式在南陈集镇举行。朱晓波、陆益民、杨维东、
殷俊等出席活动并为项目开工培土奠基。
２２日，区长朱晓波率队视察全区校外辅导站

工作。区政协主席、关工委主任葛志胜，区委常
委、宣传部长桑绍淮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视察。
２６日，“王国栋院士工作站”在淮安振达钢管

制造有限公司揭牌。东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国栋，国家人社部留学人员和
专家服务中心处长陈平平，市、区领导唐道伦、朱
晓波、李尚武、张军，淮安振达钢管制造有限公
司董事长曲振元等出席揭牌仪式。
２７日，全区征兵工作会议召开，总结上年工

作，部署年内任务。区长朱晓波，区委常委、常务
副区长陈张，区委常委、人武部部长刘军洲出席
会议。

１３大事记　



２８日，中国共产党淮安市淮阴区第十二次代
表大会在行政中心开幕。大会主要任务是总结淮
阴区第十一次党代会以后的工作，研究部署下一
阶段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目标任务，选
举产生中国共产党淮安市淮阴区第十二届委员
会、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出席市第七次党代会的
代表，团结带领全区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进
一步振奋精神，抢抓机遇，创新实干，为再上新台
阶、全面达小康，建设人民更加满意的幸福淮阴而
努力奋斗。大会应到代表２９５名，实到２８４名，符
合法定人数。、朱晓波、杨维东、李爱国、陈张
、龚李萍、张爱民、吴国飞、刘军洲、李尚武、
马良君、谢鹏在主席台前排就座。代表中共淮阴
区第十一届委员会向大会作题为《再上新台阶
　 全面达小康　 为建设人民更加满意的幸福淮阴
而努力奋斗》的工作报告。朱晓波主持会议。龚
李萍代表中共淮阴区第十一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向
大会作题为《严明党的纪律规矩　 聚焦监督执纪
问责　 为建设人民更加满意的幸福淮阴提供坚强
保障》的工作报告。
２９日，中国共产党淮安市淮阴区第十二次代

表大会在完成各项议程后闭幕。区委书记主持闭幕
式并讲话。、朱晓波、杨维东、李爱国、陈张、
龚李萍、张爱民、吴国飞、刘军洲、桑绍淮、李
尚武、马良君、谢鹏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大会应
到代表２９５名，实到２９０名，符合法定人数。大会
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中共淮安市淮阴区第
十二届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以无记名投票的方
式产生中共淮安市淮阴区第十二届纪律检查委员会
委员以及淮阴区出席中共淮安市第七次代表大会代
表。大会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中共淮安市淮阴区
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淮安市淮阴区
第十一届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通
过中国共产党淮安市淮阴区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关
于中国共产党淮安市淮阴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
告的决议（草案）》。

８月
　 　 １日，区委书记率队慰问驻淮阴区部队官兵
，为他们送去节日的祝福，并送上慰问金、慰问
品。区领导葛志胜、陆益民、刘军洲等参加慰问
活动。

３日、朱晓波、葛志胜、陆益民、杨维东、
陈张、刘军洲等区领导前往征兵体检现场指导淮
阴区征兵体检工作，要求严格把关，为部队和国
防建设输送合格兵源。
５日，区委书记主持召开招商引资信息汇报会

，区领导朱晓波、杨维东、陈张、吴国飞、谢鹏
、张在明等出席会议。
１０日，区长朱晓波率队到高新区调研。吴国

飞、李尚武及高新区、政府办、经信委、商务局负责
人参加活动。
１１日，区长朱晓波率队调研淮安商贸服务中

心工作，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陈张，副区长盛婧
等参加调研。
１５日，市委书记姚晓东到张纯如纪念馆进行

现场指导，详细了解场馆建设、展厅陈列、开馆准
备等情况，对进一步建好纪念馆提出要求。市、区
领导陈涛、陈张、桑绍淮参加活动。
１７日，区委书记主持召开竣工亿元项目质量

考核工作推进会，对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通过市竣工验
收的项目进行逐一考核，进一步提升项目经济效
益。区领导朱晓波、葛志胜、陆益民、杨维东、
龚李萍、李尚武、谢鹏等出席会议。
２０日，区委书记主持召开区委常委（扩大）

会，研究市科学跨越发展季度考核等相关事宜。
朱晓波、葛志胜、陆益民及各乡镇、相关单位负
责人参加会议。
２２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点评会召开。

会议回顾前一阶段创建工作情况，动员全区上下
进一步认清形势，提高思想认识，明确目标任务，
细化工作责任，助推全市以高分通过中央文明办
年度测评。区领导、朱晓波、杨维东、陈张、龚
李萍、桑绍淮、乐翔、于永芳及各乡镇、各部门相
关负责人参加会议。
２３日，淮阴区举行２０１６年“幸福淮阴·圆梦

大学”助学金发放仪式，向全区２８４名贫困学子发
放９４３５万元助学金。区领导、朱晓波、葛志胜
、陆益民、杨维东、吴国飞及“爱心淮阴”救助
协会会长王祥生等出席发放仪式。
２５日，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徐鸣一行到

淮阴调研扶贫开发工作。市、区领导练月琴、赵洪
权、葛志胜、杨维东、李爱国、谢鹏、殷俊及市
、区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活动。
２６日，江苏省第九批科技镇长团（淮阴团）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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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工作会议召开。、朱晓波、陆益民、杨维东、
陈张、李纬坤及相关乡镇、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
。
２８日，北京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邮

电大学和北京交通大学的体育后备人才基地揭牌
仪式在淮州中学举行。清华大学教授、北京市大
学生体育协会教学群体科研部主任张威及四所大
学的专家、领导与王红红、、陆益民、桑绍淮、
张在明、于永芳等市、区领导参加揭牌活动。
３０日，市长惠建林率队到淮阴区督查会办重

大项目。强调要牢固确立项目为王理念，凝聚合
力，狠抓落实，进一步提升项目建设成效。市、区
领导戚寿余、、朱晓波、杨维东、陈张、龚李萍
、吴国飞、桑绍淮、李尚武等参加活动。
３１日，市委书记姚晓东，市委副书记练月琴，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陈涛一行到淮安火车站实地
查看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进展情况。区委书记，
区委副书记杨维东，区委常委、宣传部长桑绍淮等
陪同。

９月
　 　 １日，区长朱晓波会见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
区管委会副主任祁明红一行。区委常委马良君参
加座谈。
６日，副市长赵洪权率队调研刘老庄片区扶贫

开发项目建设工作。、杨维东、李爱国、殷俊等
区领导陪同视察。
８日，市委书记姚晓东到淮阴区淮阴中专学校

看望慰问教学一线教师，并代表全市干部群众向
教育战线上的全区广大教师、教育工作者致以节
日的问候。市、区领导王维凯、陈洪玉、王红红
、桑绍淮等参加慰问活动。

△淮阴区庆祝第３２个教师节暨教育工作会
议召开。、葛志胜、陆益民、杨维东、陈张、桑
绍淮、穆文清、于永芳等参加会议，市委教育工
委副书记高荣应邀出席会议。
９日，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陆益民率队慰问工作

在教学一线的教师代表，副区长于永芳及相关部
门负责人参加活动。

△区政协主席葛志胜率领相关部门负责人，
到东城开明中学、淮州中学、三树中学，看望慰问
在教育一线的教师代表。

１３日，江苏省全国人大代表综合医改试点问
题专题调研组到淮阴区视察基层卫生工作。惠建
林、陈洪玉、陆长苏、朱晓波等市、区领导陪同。
１９日，淮阴区与沪江畜业有限公司合作的现

代生猪产业项目签约。区领导、朱晓波、杨维东
等出席签约仪式。

△由省农村综合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调研员
张淳率队的省督查组，到淮阴区开展扶持村集体
经济发展试点工作情况督查，区长朱晓波及市、区
相关部门负责人陪同。
２２日，区委书记主持召开目标差别化考核乡

镇（丙组）汇报会，朱晓波、陆益民等参加会议
。
２３日，区委书记主持召开全区招商引资信息

汇报会，朱晓波、葛志胜、陆益民及相关乡镇、
单位负责人参加会议。
２４日，区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会议召开，

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换届工作的指示精
神，部署淮阴区区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陆益
民、杨维东、陈张、桑绍淮、李尚武、刘翠花、
穆文清、韩国虎、李娟等参加会议。
２８日，淮安时代芯存年产１０万片相变存储器

项目开工奠基仪式举行。姚晓东、惠建林、唐道
伦、朱晓波、葛志胜及相关部门、乡镇负责人参
加仪式。

△淮安爱尔医院项目签约仪式举行，爱尔医
院落户淮阴区。王红红、朱晓波、陈张、吴国飞
、李尚武等出席签约仪式。
３０日，淮阴区召开重点项目会办会，区领导朱

晓波、杨维东、陈张、李尚武及相关单位和企业负
责人参加会议。

１０月
　 　 １日，区委书记主持召开区委常委（扩大）
会，传达市第七次党代会精神，听取高新区、农
科园、商贸服务中心以及各乡镇和重点招商部门
汇报国庆外出招商打算，并通报区委、区政府党
代会任务分解情况等。朱晓波、葛志胜、陆益民
及各乡镇、相关单位负责人出席会议。
９日，市委常委、副市长赵洪权率队到淮阴区

丁集镇紫缘薰衣草庄园观摩休闲观光农业。区委
书记、副区长殷俊等陪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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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委书记主持召开全区２０１７年目标考评体
系和“平台带乡镇”座谈会，就相关工作征求大
家意见。区领导杨维东、陈张、桑绍淮、李尚武
、蔡昀等出席会议，各平台及各乡镇及有关部门
负责人参加会议。
１０日，市委常委、纪委书记李晓雷到淮阴区观

摩调研重点企业及城建项目。区领导、陈张、龚
李萍、李尚武及相关部门负责人陪同。

△市委常委、副市长赵洪权到淮阴区开展扶
贫慰问活动，实地看望和慰问省、市帮扶工作队和
部分困难群众。区领导、李爱国、吴国飞及相关
乡镇、部门负责人参加活动。
１１日，区政协主席葛志胜率队视察赵集镇经

济社会发展情况。区政协领导张在明、赵欣、张植
林、郑静等参加活动。
１３日，淮阴区在台北举办第五届海峡两岸

“漂母杯”母爱·爱母主题散文诗歌大赛颁奖
典礼。
１４日，区委书记主持召开淮阴区招商引资信

息汇报会，区委常委、纪委书记龚李萍，区委常
委谢鹏及相关乡镇、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
１８日，淮江科技有限公司十二万吨二氯苯项

目主体竣工典礼举行。市、区领导李晓雷、葛志
胜、陆益民、杨维东、陈张、龚李萍、吴国飞，
淮江科技董事长沈正阳、安徽八一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总经理蒋如坤及盐化新材料产业园、相关部
门、各乡镇主要负责人出席典礼。
１９日，江苏德瑞加数控机床有限公司举行开

业庆典。区领导朱晓波、杨维东、陈张、吴国飞、李
尚武等参加活动。
２０日，全区第十一届村民委员会和第六届居

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会议召开。区委常委、组
织部长李尚武，副区长乐翔以及各乡镇、相关单
位负责人参加会议。
２１日，全区农村饮用水安全工程和村庄环境

整治工作推进会召开。区长朱晓波，区委常委、常
务副区长陈张，副区长殷俊以及各乡镇和相关部
门负责人等参加会议。
２４日，区政协主席葛志胜率队视察全区妇幼

保健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工作。区政协领导张在
明、张植林、朱靖军、郑静等参加视察活动。
２７日，区长朱晓波到渔沟镇开展扶贫慰问活

动，为困难群众送去党委、政府的关怀。

２１日～２８日，区委书记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第七师１２６团和克拉玛依市考察，并就对口支援
工作与１２６团负责人深入交流对接，希望通过与１
２６团的合作，进一步深化淮阴区援疆工作，促进
团区融合发展。１２６团党委书记、政委闫盛红，
团长郭建国，区委常委、统战部长、区政府党组
成员吴国飞，副区长蔡昀、黄克涛及有关单位负
责人参加活动。
２８日，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陆益民

率队视察选民登记工作。区人大党组副书记、副
主任刘翠花及相关人员参加活动。

１１月
　 　 １日，市委书记姚晓东到淮阴区调研市第七
次党代会精神贯彻落实和全年目标任务完成情
况，实地查看淮安养老养生产业园、淮安半导体
产业园、淮安医疗城等项目。市委常委、秘书长
李森，区委书记，区长朱晓波，区政协主席葛志
胜，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陆益民等陪同
调研。

△区长朱晓波会见南京世纪永峰投资公司董
事长陆勇一行，就双方合作进行洽谈。区政府办、
发改委、文广新局等相关单位负责人参加活动。
３日，区委书记会见霍尼韦尔（中国）有限公

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盛伟立，双方就未来合作进
行洽谈。区委常委、组织部长李尚武，区委常委
谢鹏及国家农科园负责人参加活动。
４日，淮阴区举行“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系列

党课第十一讲。、葛志胜、陆益民、陈张、张爱
民、吴国飞、谢鹏及各乡镇、各部门负责人参加
学习。

△区委书记主持召开全区招商引资信息汇报
会，区领导朱晓波、陈张、吴国飞、谢鹏、张在
明及相关乡镇、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
５日，中国淮安养老养生产业小镇阳光新城项

目开工。市、区领导刘必权、朱晓波、葛志胜、
陆益民等出席开工奠基仪式。
８日，２０１６新西兰·中国淮阴“漂母杯”母爱

·爱母主题散文诗歌大赛颁奖典礼于当地时间１９
时在新西兰奥克兰皇庭会展中心举行，活动由淮
阴区人民政府、淮安市人民政府外事侨务办公室、
新西兰太平洋文化艺术交流中心主办，淮阴区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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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部承办。来自两地的官员、嘉宾，新西兰散文
诗歌获奖者、爱好者，华人华侨和当地友人等出席
活动。

△当地时间１６时，在新西兰奥克兰皇庭会展
中心，淮阴区举办２０１６新西兰·中国淮阴投资说
明会。新淮两地领导、嘉宾，部分新西兰企业家出
席该次活动。中共淮阴区委常委、宣传部长桑绍
淮主持。中共淮阴区委书记致辞。

△区长朱晓波率领相关部门负责人，赴凌桥
乡、三树镇检查秸秆禁烧禁抛和综合利用工作。
１１日，区长朱晓波率队赴南京市玄武区开展

“五方挂钩”工作交流活动。玄武区委副书记易
兵，玄武区副区长戴航，淮阴区委副书记杨维东，
淮阴区委副书记、省委驻淮阴区扶贫工作队队长
李爱国，淮阴区相关部门及相关乡镇负责人参加
活动。
１４日，区委书记主持召开２０１６年市科学跨越

发展目标推进会，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并就工作推进
作部署。朱晓波、杨维东、陈张、龚李萍、张爱
民、吴国飞、刘军洲、桑绍淮、李尚武、谢鹏及
各乡镇、相关单位负责人参加会议。
１７日，淮阴区与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洽谈

校地合作事宜。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
裔大陆，区领导朱晓波、陈张、吴国飞、李尚武、殷
俊等参加座谈会。
１８日，区长朱晓波率队督查文明城市创建工

作，督促问题整改，为迎接检查考核做准备。区政
府办、文明办主要负责人陪同。
２１日，区长朱晓波主持召开竣工亿元项目质

量考核工作推进会。区领导吴国飞、李尚武等出
席会议。
２２日，２０１６年为民办实事工作推进会召开，

区领导朱晓波、陈张、吴国飞、乐翔、黄克涛等出席
会议。
２３日，区政协视察为民办实事项目进展情况。

区政协领导葛志胜、张在明、赵欣、张植林、郑静、
唐业勤等参加视察，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陈张等
陪同视察。
２５日，区委书记主持召开全区招商引资信息

汇报会，区领导朱晓波、张在明、杨维东、陈张
、吴国飞及相关乡镇、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

２６日，区委书记主持召开区委常委（扩大）
会，专题传达学习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

并就贯彻落实会议精神提出具体要求。朱晓波、
葛志胜、陆益民及各乡镇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出席
会议。
３０日，区人大常委会视察区政府为民办实事

项目，区人大领导陆益民、刘翠花、穆文清、韩国
虎、王胜贤等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视察，区委常
委、常务副区长陈张等陪同视察。

是月，王营镇营北社区被民政部确定为第二
批全国社会工作服务示范社区，这是淮安市该年
唯一获此荣誉的社区。

１２月
　 　 ２日，省委召开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电视电
话会议。、朱晓波、葛志胜、陆益民及各乡镇、
各部门相关负责人在淮阴分会场参加会议。
５日，区委书记主持召开全区科学跨越发展目

标考核推进会。朱晓波、葛志胜、陆益民等参加
会议。
８日，“向人民报告———淮阴最美警察”颁奖

典礼暨先进事迹报告会在区会议中心报告厅举
行。、朱晓波、葛志胜、陆益民及市、区公安系
统相关负责人出席颁奖典礼。
９日，全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迎测冲刺动员

会召开。会议贯彻落实全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第三次点评推进会精神，组织动员全区上下全面
做好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各项迎检工作。区领导、
朱晓波、杨维东、陈张、桑绍淮、乐翔参加会议
。
１２日，全国首本铁路不动产权证书（宿淮铁

路“淮安段”）颁发仪式在淮阴区举行。省国土资
源厅副厅长魏红军，副市长王兴尧，市国土资源局
局长韩文军，区委书记，区委常委、统战部长、
区政府党组成员吴国飞及市、区相关部门负责人
参加活动。
１４日，中央、省市媒体走进幸福淮阴集中采

访活动启动仪式举行。《人民日报》社新闻策
划部副主任汪晓东，《中央电视台》江苏站站长
王亚民，《新华日报》社副总编辑钱丽萍，《新华
日报》社党委委员、《扬子晚报》总编辑王文坚，
新华网江苏频道总编辑徐寿泉等中央、省级媒
体嘉宾；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外宣办主任金厚
勋，《淮安日报》社社长王维国，《淮安市电视

５３大事记　



台》台长陆志群，《淮安日报》社总编辑薛涛等
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嘉宾以及区领导、葛志胜、
张在明、吴国飞、桑绍淮、于永芳、黄克涛等参
加启动仪式。区委书记在仪式上致欢迎词。
１７日，２０１６淮阴（上海）招商推介会暨上海市

淮安商会淮阴区分会成立大会在上海举行。区领
导、张在明、吴国飞、李尚武，部分上海市嘉宾
，部分企业家及淮阴区相关部门负责人出席活动
。区委书记在大会上致辞，向上海市淮安商会淮
阴区分会的成立表示祝贺。

３０日上午，中共淮阴区委十二届三次全体会
议开幕。区委书记代表区委常委会作题为《全市
走前列，全面上台阶，抒写淮阴更高水平小康社
会新画卷》的工作报告。区委副书记、区长朱晓
波主持会议。杨维东、李爱国、陈张、龚李萍、
吴国飞、刘军洲、桑绍淮、李尚武、马良君、谢
鹏等在主席台就座。大会应到委员２７人、实到２６
人，应到候补委员６人、实到６人，符合法定人数
。下午，区委书记主持会议并就贯彻落实好本次
会议精神提出要求，区长朱晓波对做好当前工作
进行部署。

刘老庄“当年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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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农业

综　 述
　 　 淮阴区实施部省级粮食高产增效创建项目１０
个，新增优质稻米基地２５万亩，全区国标三级以
上优质水稻种植面积达９０％。继２０１５年获评江
苏省“亩产吨粮县”称号后，２０１６年克服播种期延
迟、连续阴雨、低温灾害等多重不利因素影响，粮
食总产６４万吨，继续保持稳产高产水平。新增高
效设施农业面积１ ２万亩，总面积发展到２３ ５万
亩，占耕地面积比重２１ ５％。其中，蔬菜种植面积
４６万亩，年产量１３０万吨，食用菌年产量１万吨。
新增林果种植面积１５００亩，全区山核桃、冬枣、石
榴、柿子等经济林果面积１万亩。引导畜禽养殖
业从粗放向集约、散养向规模的转型，从追求量的
增加到注重质的转变。以养殖场适度规模经营为
重点，压缩小规模养殖，逐步淘汰散养户，发展家
庭农场畜禽养殖，鼓励小规模养殖户扩规模、上水
平。全区生猪大中型规模养殖比重６５ ８％，年出
栏生猪、家禽分别为８４ ５万头、１７００万只。推进
赵集和韩桥河蟹养殖基地、凌桥和韩桥异育银鲫
“中科３号”养殖基地、南陈集和刘老庄泥鳅养殖
基地等重点养殖区域精养鱼池标准化改造和基础
设施建设，对科苑渔业发展有限公司、毛家湖养殖
基地、凌家桥养殖基地、顺丰科技有限公司等养殖
基地开展鱼池改造升级，全年新增设施渔业面积
１４００亩，全区标准化池塘养殖面积２ ２万亩，水产

品年养殖产量２万吨。全区农业综合机械化水平
达８２ ５％，组织联合收割机跨区作业１１００台次，
实现作业收入１ ２亿元。全区农业开发累计完成
土地治理面积４ ６万亩，财政投资５６５０万元。淮
阴区实现２ ８３万人低收入农户脱贫，经济薄弱村
壮村项目６８个，投入各类帮扶资金近亿元，发放
扶贫小额贷款１ ７８亿元。区委农工部获省农业
农村政策创新奖，被表彰为省农村产权交易市场
建设工作先进集体、全市农村产权交易市场建设
先进单位。

种植业
【概况】 全年实施粮食绿色高产高效创建项目７
个，其中水稻５个、秋播小麦２个。受国家小麦、
玉米库存量巨大的压力影响，小麦、玉米价格下跌
严重，开展种植结构调整，压缩种植效益较低的玉
米面积，扩大种植效益高的鲜食作物、蔬菜等，推
广稻田综合种养和稻—香（西）瓜、稻—辣椒（菇）
轮作新模式。
【农作物种植】 粮食作物总面积１４０ ２２万亩、总
产量６３ ０８万吨，其中小麦６９ ７５万亩，单产３７２ ２
公斤；水稻４７ ７万亩，单产６１２ ９公斤；玉米１３ ３５
万亩，单产３８５公斤；大豆６ ６３万亩，单产２０９ ６公
斤；山芋２ １４万亩，单产５４２公斤；油料作物总面积
８ ４４万亩、总产量１ ９１吨，其中花生４ ２６万亩，单
产２７５公斤；油菜４ １８万亩，单产１７８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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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０１６年淮阴区种植业情况
作物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５年 增减值

粮食

油料

总量

夏粮

小麦

秋粮

水稻

玉米

豆类

山芋

总量

花生

油菜

面积 万亩 １４０． ２２ １３９． ４８ ０． ７４

单产 公斤 ４４９． ９０ ４６２． ００ － １２． １０

总产 万吨 ６３． ０８ ６４． ４５ － １． ３７

面积 万亩 ７０． ０５ ６９． ６９ ０． ３６

单产 公斤 ３７２． ２０ ３８７． ７０ － １５． ５０

总产 万吨 ２６． ０７ ２７． ０２ － ０． ９５

面积 万亩 ６９． ７５ ６９． １０ ０． ６５

单产 公斤 ３７２． ２０ ３８８． ５０ － １６． ３０

总产 万吨 ２５． ９６ ２６． ８４ － ０． ８８

面积 万亩 ６９． ８２ ６９． ７９ ０． ０３

单产 公斤 ５２８． ９０ ５３６． ３３ － ７． ４３

总产 万吨 ３６． ９３ ３７． ４３ － ０． ５０

面积 万亩 ４７． ７０ ４７． ５６ ０． １４

单产 公斤 ６１２． ９０ ６１８． ８０ － ５． ９０

总产 万吨 ２９． ２４ ２９． ４３ － ０． １９

面积 万亩 １３． ３５ １３． ６３ － ０． ２８

单产 公斤 ３８５． ００ ３８９． ００ － ４． ００

总产 万吨 ５． １４ ５． ３０ － ０． １６

面积 万亩 ６． ６３ ６． ０６ ０． ５７

单产 公斤 ２０９． ６０ ２１４． １０ － ４． ５０

总产 万吨 １． ３９ １． ２９ ０． １０

面积 万亩 ２． １４ ２． ５３ － ０． ３９

单产 公斤 ５４２． ００ ５５２． ００ － １０． ００

总产 万吨 １． １６ １． ４０ － ０． ２４

面积 万亩 ８． ４４ ８． ６８ － ０． ２４

单产 公斤 ４５３． ００ ４４５． ７０ ７． ３０

总产 万吨 １． ９１ １． ９５ － ０． ０４

面积 万亩 ４． ２６ ４． ５０ － ０． ２４

单产 公斤 ２７５． ００ ２７０． ００ ５． ００

总产 万吨 １． １７ １． ２１ － ０． ０４

面积 万亩 ４． １８ ４． ２４ － ０． ０６

单产 公斤 １７８． ００ １７５． ７０ ２． ３０

总产 万吨 ０． ７４ ０． ７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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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新品种】 水稻推广高产、优质、中大穗型的
中熟中粳新品种，如连粳７号、９号、１１号、苏秀
８６７号、盐粳１１号、华粳５号等，籼稻推广徽两优
９９６号等。小麦主要推广高产、优质、综合抗性好
的淮麦２８号、淮麦３３号两个品种，辅以搭配徐麦
３１号、３２号、济麦２２号等品种，示范应用淮麦３２
号、淮麦３５号等淮麦系列。玉米主要推广苏玉２０
号，苏玉３０号。
【栽培技术】 推广水稻塑盘旱育机插秧高产栽培
技术和精确定量栽培技术，小麦机械条（匀）播高
产栽培技术，玉米免耕直播增密高产栽培技术。
【蔬菜生产】 全年新增设施农业面积１ ２万亩，
主要分布在吴城、码头、丁集、袁集、王兴、三树等
乡镇。设施类型有避雨棚、连栋大棚、钢架大棚、
智能温室、滴灌等，主要种植品种有辣椒、西甜瓜、
草莓、中药材、葡萄、冬枣等。全区蔬菜种植面积
４６万亩，年产量１３０万吨；食用菌年产量１万吨。
新创成凌桥田蜜西瓜种植专业合作社、中虹现代
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百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３
个省级园艺作物标准园。
【农业生产管理】 农业执法　 检查整顿各类市场
２０个、经营单位７００个，查获假种子７５０公斤，抽
取种子样品４７个，农药样品５０个，肥料样品３７
个。立案查处７起，按有关法律法规程序进行处
罚，年内全部结案。处理农民投诉、农资纠纷８
起。全年开展省、市、区级蔬菜样品例行检测５００
批次，开展农残速测近６０００批次，新增“三品”（无
公害农产品认证、绿色食品认证、有机食品认证）
农产品品牌２５个，种植业“三品”比重达３６％。

病虫害防治　 全区农作物病虫草害发生面积
６０８万亩次，防治面积１１９９万亩次，挽回粮食损失
１１ ２万吨。稻麦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覆盖率
５８％，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使用占比７８％。

测土配方施肥　 实施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面积
１４０万亩，推广应用配方肥料面积１００万亩。推广
应用配方肥３万吨、有机类肥料１０万吨、液体肥
料５０万吨。完成１０个土壤监测点监测工作，完
成１个土壤墒情监测点建设，完成补充耕地质量
评定面积３００亩。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完成部、省、市、区农
产品质量安全定量监测抽检任务６５８批次，完成
农残速测８８８１批次。举办各类农产品质量安全
培训１１期，培训３７５０人次。推广应用农产品质

量安全监管信息系统，全年录入监管对象２０２家，
巡查覆盖率为９５ ５４％。累计认证无公害产品产
地面积１３０多万亩，其中种植业认证面积１２６万
亩、水产认证面积７ ３６万亩。
【企业选介】 江苏凯德亚食品有限公司　 位于淮
阴区淮河东路１９８号，隶属于香港喜利达投资集
团，总投资３亿元，是一家以食品加工和冷链仓储
为主营业务的食品加工企业。公司占地２６０亩，
拥有苏北最大的保鲜冷库和全国领先的烘焙产品
生产车间。２０１６年，实现销售收入１ ３亿元，利税
５００多万元。公司产品蛋糕、面包、中式糕点等各
类食品主要销往沃尔玛、华润万家、乐天玛特、欧
尚、大润发、华润苏果、乐购等大型国际性卖场。
母公司香港喜利达投资集团于２０１５年全资收购
８０多年历史的中华老字号南京小苏州食品有限公
司，为凯德亚食品的发展提供更好的平台。公司
拥有喜利达、小叮当、小苏州三大品牌，产品涵盖
西式糕点、休闲果冻、中式糕点三大类。

淮安市台生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位于淮阴
区码头镇，占地面积７０亩，建筑面积２万平方米，
拥有１ ６万平方米厂房、４０００平方米的公共设施，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１１日投入使用。总投资约１０００万
美元，主要经营金针菇的生产、加工和销售，年产
金针菇３５００吨，年产值４０００万元人民币。生产过
程自动化控制，封闭式无菌化生产，金针菇品质
优，口感好，全年生产，周年供应，常年用工近
百人。

江苏宏金源蔬菜加工有限公司　 位于淮阴区
码头镇，一期投资约３０００万元，建设办公区、３０００
平方米豆芽生产厂房及生产设施设备等。公司采
用先进的豆芽生产线，控制豆芽生长所需温度、光
照等环境条件，缩短豆芽生长周期，提高豆芽产
量，日产豆芽１２０吨。公司注重宣传并开拓消费
市场，产品经济实惠，安全优质。２０１６年２月，“淮
芽”牌黄豆芽、绿豆芽通过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
认证。

淮安市赵集粉丝厂有限公司　 成立于２００２
年９月，占地面积１ ４万平方米，总投资１０００万
元，拥有标准化厂房６０００平方米，拥有自动化粉
丝生产线三条及相关配套设施，年加工能力超过
５０００吨。公司生产的“天泉水晶粉丝”具有晶莹
碧透、久煮不糊、口感细腻、柔爽等特点，被广大消
费者誉为“人造鱼翅”。先后获得“中国国际农业

９３现代农业　



博览会名牌商品”“江苏省消费者协会推荐商品”
“江苏名牌农产品”及“淮安市知名商标”等称号。
２００３年企业通过ＩＳＯ ９００１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并
获批为淮安市市级农业龙头企业。

江苏正林食品有限公司　 成立于２００４年２
月，位于淮阴区棉花庄镇工业园区。公司集生产
车间、仓库、办公楼及其他用房为一体，厂房近２
万平方米，总投资１ ２亿元，年产值５亿元。主要
研发、生产及销售“纤手”牌瓜子、花生为主导的坚
果炒货食品。公司坚持以“蒸煮美味食品，营造品
质生活”为原则，生产令顾客满意、顾客信赖及顾
客放心的产品。企业及相关产品相继获评“江苏
省著名商标”“市级龙头企业”“淮安市质量管理
奖”等称号，并通过ＩＳＯ ９００１ 和ＨＡＣＣＰ 体系
认证。

林　 业
【概况】 全区森林覆盖面积４４ ３５万亩，活立木
蓄积１００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为２３ ８％。完成
四旁植树６０万株，成片造林２００８亩，完善林网
１ ５万亩，新建省级绿色示范村７个，累计达９２
个。“三品”（无公害、绿色、有机）种植面积占全
部种植面积９２％。全区育苗面积５０００亩，其中杨
树育苗面积１２００亩。
【病虫害防治】 完成对越冬虫情的调查和复查工
作，通过越冬虫情调查，确定淮阴区２０１６年主要
病虫害种类为杨树舟蛾类、草履蚧、天牛、美国白
蛾。共发生面积１ ２万亩，防治１万亩，防治率
８５％。以乡镇为单位，开展美国白蛾防治，有效控
制美国白蛾爆发流行趋势。开展植物检疫工作，
调运检疫木材１ ５万立方米、苗木２０万株，调运
检疫率１００％；产地检疫５０００ 亩，产地检疫
率１００％。
【果树】 全年新增果树面积７０５亩，其中桃树１１７
亩、梨树２１０亩、其他果树３７８亩。
【林政资源管理】 开展林地保护利用规划编制复
审、报批等工作。严格执法，保护森林资源。对不
规范收购原料进行处理，严格控制采伐限额，年内
批准采伐的单位及个人５０家，批准采伐面积５２５
亩、蓄积量５０００立方米。审核办理木材运输证、
植物检疫证、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野生动物驯
养繁殖许可证等８００件，办结率１００％。

【蚕桑业】 全区有桑园面积２０２４亩，全年养蚕
３１１５ ５张，产茧量１３ ６６万公斤，实现产值４８７ ９６
万元。

畜禽业
【概况】 淮阴区有市级以上生猪规模养殖场２０３
户，全年生猪饲养量１２０ 万头，累计出栏生猪
８４ ５７万头，比２０１５年分别增加１２万头、７ ５７万
头，生猪生产大中规模比重达６５ ３３％；家禽饲养
量２０００万羽，出栏量１６００ １６万羽，与２０１５年基
本持平。由广东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
３ ５亿元的温氏基地项目开工建设，项目规划年出
栏４０万头。由泰州沪江畜业有限公司总投资
１０ ５亿元的沪江畜业现代生猪产业化项目签约，
项目位于西宋集镇境内，占地１２００亩，规划建设
种猪繁育及育肥养殖基地，培育新三元（三个品种
猪经过两次杂交，最后得到的杂交后代猪）能繁母
猪１万头，年出栏优质瘦肉型商品猪２０万头以
上。新增省级畜牧生态健康养殖示范场４家，分
别为：淮安市开泰农牧有限公司，饲养品种为湖
羊，场地占地面积７０亩，圈舍面积３６００平方米，
年出栏８００头；淮安市淮阴区宏森养猪场，占地面
积４０亩，圈舍面积４０００平方米，年出栏３５００头；
淮阴区自立生猪养殖场，占地面积２６ ５亩，圈舍
面积４０００平方米，年出栏４０００头；淮阴区哒哒牧
业，养殖品种为海蓝蛋鸡，占地面积２５亩，圈舍面
积３０００平方米，存栏５万羽。
２０１２年挂牌的江苏省畜牧生态健康养殖示范

场５家通过复检，分别为：淮安市快鹿七牧场，占
地面积７５亩，圈舍面积４０００平方米，存栏奶牛
６８０头；江苏百顺牧业有限公司，占地面积１５０亩，
圈舍面积２万平方米，年出栏生猪１ ８万头；淮阴
区士杰养殖场，占地面积９ ５亩，圈舍面积１７６０
平方米，年出栏生猪３０００头；江苏省同玉禽业有
限公司，占地面积２２亩，圈舍面积１ ４万平方米，
蛋鸡存栏１０万羽；吴集镇振兴猪场，占地面积１８
亩，圈舍面积４０００平方米，年出栏生猪２０００头。
开展生猪产地检疫１２万头，屠宰检疫８０万头，全
年开展兽药、饲料、瘦肉精、生鲜乳等专项整治活
动８次，依法打击添加“瘦肉精”违法行为，向区公
安局移交连云港市灌云县、宿迁市沭阳县、徐州市
新沂市等地出售添加“瘦肉精”生猪案３起，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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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品质量安全。
【企业选介】 江苏华威猪业有限公司　 位于淮阴
区渔沟镇杨庙村，占地６３亩，猪舍面积达１ １６万
平方米，年末存栏生猪７０００头，其中能繁母猪８００
头，采用自繁自养、全封闭管理的生产方式，公司
建有堆粪场６０平方米，建有沼气发酵池２００立方
米，采用管道将污水、沼液送至蔬菜大棚的绿色无
污染的粪污处理方式。

江苏百顺农牧有限公司　 成立于２０１１年４
月，位于淮阴区吴城镇城南村，占地１５０亩，总投
资２０００万元。该公司采用全封闭的饲养管理模
式，圈舍面积２万平方米，存栏母猪１０００头，年出
栏生猪１ ８万头。猪舍建设按现代化养猪要求设
计，设备较为先进。湿帘降温，锅炉供暖，全场实
行视频监控。全场实现雨水、污水分流和无害化
排放。该公司是淮安市规模较大的集种猪繁育、
苗猪饲养、商品猪生产为一体的现代化养猪企业。
２０１２年度获得江苏省畜牧业“六项创建”达标单
位，同时被认定为淮安市生猪产业化的龙头企业。
２０１６年通过农业部畜禽养殖标准化验收。

江苏省同玉禽业有限公司　 始建于２００４年，
２００７年正式成立同玉禽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６０３万元。占地面积２２亩，建筑面积１ ４万平方
米，养殖规模位列省内前茅。主要经营商品鸡蛋
的生产和销售，正常存栏母鸡１２万羽，年产鲜蛋
１６００吨。生产的鲜蛋常年供应台湾旺旺集团（淮
安）有限公司、淮安西园食品有限公司以及超市、
农贸市场等。２０１６年通过农业部畜禽养殖标准化
验收。

江苏大地公司无公害养殖基地　 位于淮阴区
老张集乡的新桥创业园，占地５０亩，总投资６２６
万元，建设标准化鸡舍６幢，共计１万平方米，带
动周边２００户农户加入肉鸡养殖行业，使淮阴区
白羽肉鸡养殖年出栏量达１０００万羽。

淮安市兴立乳业有限公司　 成立于２００５年，
位于淮安市淮泗路８８号，是淮安市重点龙头企
业。占地面积１１０亩，有荷斯坦优质奶牛３００头
左右，是专业从事奶牛养殖、乳品加工、产品销售
的一体化企业。公司拥有世界先进的进口自动化
生产线和全面完善的检测系统，卫生符合国家Ａ
级标准。２００６年通过ＩＳＯ ９００１ － ２０００国际质量
管理体系认证，并被市技术监督局评为“产品质量
信得过”企业。

淮安市爱康生态牧业有限公司　 成立于２０１４
年，位于淮阴区五里镇老郑村。采取自繁自养模
式，占地面积８４亩，建有标准化猪舍２４幢，总面
积约２ ２３万平方米，办公和仓库等用房１０００平方
米以上，全场实行视频监控，实现年出栏育肥猪６
万头以上，是集标准化、生态化、无害化养殖于一
体的大型商品猪育肥基地之一。

淮安市康健奶业有限公司　 位于淮阴区袁集
乡草庙村，占地７８亩，固定资产８００余万元，建设
牛舍６０００平方米，养殖荷斯坦黑白花奶牛１２０
头，其中成年牛９５头。建有３６０平方米挤奶大
厅，采用先进的挤奶设备，一次可完成３６头奶牛
挤奶工作。有合作社成员７２家，年末存栏奶牛
１２００多头，每天产奶量近１０吨。

江苏老侯珍禽食品有限公司　 成立于１９９８
年，依托“非物质文化遗产”———老侯野鸭手工制
作技艺，运用侯氏家族传承６７代千年野味配方，
相继开发出五大系列６６个品种：传世风味系列、
美滋休闲系列、绝艺系列、三财四宝系列、奇珍赏
玩系列等，并以品种多样、口味独特、品牌形象好
深受广大消费者的青睐，被称为“珍禽食品的一朵
奇葩”。公司相继通过ＩＳＯ ９００１质量管理体系、
ＩＳＯ １４００１环境管理体系、ＩＳＯ ２２０００食品安全管
理体系等国际化标准认证，先后被评为“全国食品
行业改革创新优秀单位”“江苏省农业产业化重点
龙头企业”“江苏省放心消费先进单位”“农产品
电子商务省级示范基地”等称号。“老侯野鸭”获
“江苏名优产品”称号，老侯捆鸭肘和卷鸭肘的制
作方法获国家发明专利，“老侯”商标被评为江苏
省著名商标。

水产业
【概况】 全区水产养殖面积８ ６万亩，其中特种
水产养殖面积３ ４９万亩；水产品总产量１ ９３万
吨，比上年增加０ ０９万吨；渔业总产值４ ４１亿元，
比上年增加７２２万元；１００亩以上渔业基地达１２０
个，面积２ ５万亩；水产养殖技术培训３００２人次，
其中区级培训６０２人次，乡镇培训２４００人次，比
上年增加６４０人次。全区有百亩以上连片水产养
殖基地近１２０个，面积２ ５万亩。有水产养殖专
业合作组织３６个，渔业家庭农场１２个。开展产
地环境检测５个点，水产品检测３２个样品，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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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率均达到１００％。
【基地选介】 江苏润通食品有限公司　 为省级龙
头企业，年加工能力３５００吨，加工的食品主要有
龙虾、河蚬等，生产的产品多为出口。２０１６年，水
产品加工产值为６８０５万元。其中，龙虾仁３６０
吨，产值３２４０万元；整枝虾２４０吨，产值９６０万元；
河蚬肉５５０吨，产值１０４５万元；活蚬１６００吨，产值
１５６０万元。

淮安市高科技渔业产业园　 位于淮阴区码头
镇，建设总面积１ ９２万平方米。拥有生态型循环
水养鱼工厂７０００平方米、养殖水体８０００立方米、
特种鱼类良种繁育车间１６８０平方米。不同模式
的生态型池塘循环水养殖小区６块，其中半工厂
化池塘养殖小区４块、其他类型池塘养殖小区２
块。有休闲渔业示范基地，即环形垂钓场１个、渔
文化广场及餐饮休闲设施１５００平方米。２０１６年，
苗种繁育４ ８亿尾，其中“中科三号”３亿尾，泥鳅
１亿尾，细鳞斜颌鲴０ １亿尾，花鱼骨０ ２亿尾，其
他０ ５亿尾。商品鱼彩虹鲷１ ５万公斤，鲟鱼１万
公斤，加州鲈鱼１ ５万公斤，梭鱼０ ７５万公斤，锦
鲤０ ５万公斤，其他品种１万公斤。渔业总产值
２８０万元，总利润８０万元。

淮安安顺科技有限公司　 拥有标准化池塘
１８９３亩，基地内电通、水通、路通，塘埂，塘坡全部
硬质化，增氧机、投饵机等设施配套齐全。采用国
内最先进的养殖模式，本着高密度、高投入、高产
出的原则，规划精养高产鱼塘１０个，每塘配备４
台全自动饵料投喂机，１２台３千瓦时的涡轮增氧
机，平均水深在２米左右，进排水设计合理，水体
利用率高，经济效益好。主要产品为鲫鱼、草鱼，
搭配花鲢、白鲢，产品市场主要以江苏及周边区域
为主，辐射周边省市。２０１６ 年，生产各种鱼类
２２００吨，总产值达２４００万元，总利润２００万元。

淮安市科苑渔业发展有限公司　 有３个无公
害养殖基地，分别是西安路生态型工厂化循环水
养殖车间４０００平方米及配套池塘２００亩；淮阴区
南陈集苗种繁育基地２０９亩（省级特种水产良种
繁育场）；淮阴区韩桥特种水产品高效生态养殖基
地示范６００亩，紧靠洪湖大堤，为江苏省省级现代
渔业示范场。基地建立物联网系统，实现水质在
线监控和远程视频监管。注册“川江海”牌水产品
商标。公司自主研发的池塘工业化循环水生态养
殖系统在全省推广。公司年产各类鱼苗６亿尾，

其中中科三号（银鲫）３亿尾、翘嘴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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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万
尾、细鳞斜颌鲴１０００万尾、花骨鱼１０００万尾、乌苏
里拟

"

２５００万尾、黄颡鱼５０００万尾、鲟鱼３００万
尾、四大家鱼２亿尾、经驯化后的大规格加州鲈苗
２００万尾；豆蟹２０００万只、扣蟹４００万只等；翘嘴
红

!

、加州鲈、黄颡鱼、鳙鱼、草鱼等商品鱼３０万
斤，河蟹５万斤。年产值１０００多万元，年利润２００
多万元。

场　 圃
【区原种场】 成立于１９７６年，属国营场圃。拥有
国有土地２１００亩，其中可耕地面积１８６５亩。主要
职能是为农业生产提供优良种子服务、稻麦良种
繁育、农植物常规种子经营。２０１６年，区原种场繁
育小麦良种５０万公斤，稻麦试验示范１８００亩，其
中核心区３００亩，试验示范新品种３０个。
【区苗圃】 淮阴区苗圃成立于１９７６年，属国营场
圃。是淮阴区唯一专业培育苗木的国有场圃，有
育苗基地２４０亩，其中意杨苗育苗基地１８０亩，柳
树及其他绿化苗木育苗基地６０亩。２０１６年，区苗
圃培育绿化苗木品种８个：紫薇、红叶李、垂丝海
棠、棕榈、苏柳、朴树、栾树、榉树。重点培育新品
种杨树雄性株（３８０４杨）２０万株，逐步调整杨树品
种结构，持续改善杨树开花问题。
【区农科所】 淮阴区农科所位于淮阴区渔沟镇桃
园街，成立于１９５２年８月，占地２３ ３公顷，主要从
事农业生产、试验、示范、新品种推广及自主创新
项目的实施。２０１６年，自主创新项目完成水稻生
物制剂试验及苏蜜２号西瓜药剂试验。
【区鱼种场】 鱼种场位于凌桥乡双闸村西，１９５７
年筹建，１９５８年４月正式投产，总面积４６ ６７公
顷，其中养殖面积２１ ６公顷，护场河２ ６７公顷，饲
料地６ ６７公顷。１９７８年开始，培育鲢鱼、鳙鱼、草
鱼、青鱼（俗称“四大家鱼”）以及鳊鱼、鲤鱼、银鲫
等鱼苗。２０１６年，区鱼种场繁育“四大家鱼”达４
亿尾，繁育黄颡鱼１亿尾，繁育泥鳅１ ５亿尾。

农业机械
【概况】 ２０１６年，全区农业综合机械化水平达
８２ ５％，其中主要粮食作物综合机械化水平８８％，
高效设施农业主要环节机械化水平５９ １％，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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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机插秧面积３８ ２万亩，机插率８０ １％，均创
历史新高。新增大中型拖拉机、秸秆粉碎还田机
２８５台、４８７ 台，其中８０ 马力以上拖拉机占
９０ ８％。新增粮食烘干机械６７台、智慧农机６０台
及各类高效特色农业机械８１６台套。全年新增工
商注册登记农机合作社１２个，总量７６个；创成省
级以上示范农机合作社４个，总量１４个；参加合
作社社员超过２２００多人，拥有各类机具３ ６万台
套，服务农户１８万户，跨区作业收入１ ２亿元。
年内，全区农机总动力７８ ５万千瓦，农业综合机
械化水平达８２ ５％。其中，主要粮食作物综合机
械化水平达８８％，高效设施农业主要环节机械化
水平５９ １％；实施水稻机插秧面积３８ ２万亩，机
插秧率８０ １％。新增大中型拖拉机２８５台、秸秆
粉碎还田机４８７台，其中８０马力以上拖拉机占
９０ ８％；新增粮食烘干机６７台、智慧农机６０台、各
类高效特色农机机械８１６台套，农机装备智能化
水平显著提高。组织联合收割机跨区作业１１００
台次，实现作业收入１ ２亿元。组织农机实用技
术培训２５５０ 人次，完成农机获证奖补鉴定
２７９人。

市农机局送科技送服务
【完善农机补贴制度】 按照“品目管理、自主购
机、乡镇受理、县级结算、打卡到户”及农机补贴操
作流程，在规范操作程序、加强信息公开、规范经
营行为、强化机具核查的基础上，为解决农机购置
补贴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人员少、车辆少、机具
核查面广量大的突出矛盾，区农机局创新监管方
式，从年内开始引入第三方核查机制，通过公开招
标确定南京维施信会计师事务所为区级第三方核
查机构，一招三年。根据合同约定，２０１６年第三方
核查４批次，累计核查补贴机具４５２台，核查比例

达３６ ６％，超过上级规定的不低于２０％核查比
例。核查围绕重点机具、重点区域、重点企业“三
个重点”抽取核查对象，以保证核查质量和监管质
量。具体做到“五见”，即“见人、见机、见票、见出
厂编号、见喷印标识”，全程留有纸质材料和影像
资料。同时区农机局、区财政局联合出台“抽查办
法”，对第三方核查对象进行联合抽查，全年共分
四批次对第三方核查质量进行实地抽查，抽查比
例超过１０％。抽查结束后形成“抽查报告”，并对
第三方提出的问题逐条落实，及时反馈给相关单
位和个人，确保问题整改到位。全年办理补贴机
具１２３３台套，使用中央及省级财政补贴资金
１６５０ ９２３万元。其中，拖拉机１９２台，稻麦联合收
割机３５５台，旋耕机３８９台，烘干机６４台，秸秆还
田机３１台，田园管理机７１台，植保机械１１台，其
他农机具５０台。
【推广农机科技】 全区新增插秧机３０５台，其中
高速机７６台，落实育秧面积３８１５亩，５亩以上育
秧基地８５个。新建６０吨及以上的区域性粮食烘
干中心１６个，年增烘干设备６４台套，烘干量１３００
吨／批次；新增１００吨以上烘干点２个。坚持“夏
季主攻还田，秋季突出利用”总体思路，执行“低留
茬、碎秸秆、匀抛洒、深还田”技术路径，严把政策
告知、登记造册、公示审核等项目实施程序，争取
省级秸秆还田项目资金１５３０万元，比上年增加
１８％，全年秸秆还田面积６１万亩、还田率９０％。
主要推广适合设施蔬菜生产、特色水产养殖和规
模畜禽养殖等五大重点领域特色农机，全区组织
各类演示会、培训班３次，新增特色农机具８１６台
套。年内，全区夏季秸秆还田省补计划６１ ５６万
亩，核查合格面积６０ ７０万亩，补助资金１５１７ ３５
万元；秋季秸秆还田计划１ ０９万亩，实际作业面
积５５００亩，资金１３ ７５万元；全年使用省级资金共
１５３１ １万元，比上年增长１８％。
【发展农机服务组织】 全区新增农机合作社１２
个，总量７６个，形成由农机企业、维修网点、合作
社等共同组织的多元化维修服务体系，基本实现
农机维修“小病”不离乡，“大病”不出区。全区建
有农机维修服务点２９个。发挥农机合作社、农机
服务组织等平台的中介作用，有计划、有组织地外
出作业。提高跨区作业的组织化、规模化程度，作
业由单一机收向机耕、机播、机插、秸秆打捆等多
种环节拓展，提高作业效率。开辟农机购置补贴

３４现代农业　



专栏，推进农机补贴信息公开。利用“平安农机
通”信息平台，宣传农机化政策、农机安全知识等。
【创新农机化技术培训】 全年累计完成奖补任务
２３５６人，完成农机获证奖补鉴定２７９人。健全农
机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责任制，通过区、乡镇、机手
层层签订农机安全目标管理责任书，层层抓落实，
强化农机安全生产监管。在全区开展各类农机安
全专项整治行动４次。２０１６年，在全市率先实行
农机免费监理，打造农机免费监理服务品牌。增
强农机驾驶人的法制观念，减轻农机手负担，联合
收割机投保政策性保险达到１３５５台。巩固全国
农机安全监理“为民服务创先争优”示范窗口成
果，全区农机“三率”水平达９０ ５％。
【农机安全生产监管】 全区开展各类农机安全专
项整治行动４次，出动农机安全宣传车３２次，发放
宣传材料４２００份，张贴安全宣传标语７２０张，组织
安全学习１１次，发送宣传短信３２条，受教育人数
１ ５０万人次，利用“平安农机通”向农机手发送跨区
作业信息、致富作息、灾害天气预防信息、安全警示
以及农机监理信息等短信９次５万条。全年累计年
检拖拉机７７９台，联合收割机１３５５台；新注册拖拉
机２０５台，联合收割机３９１台，新申领驾驶证６８本。
参保拖拉机交强险７７９台、联合收割机三责险１３５５
台，农机驾驶人意外伤害险１２２０人。

农业开发
【项目建设】 年内，全区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项
目、黄河故道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等２类土地治理
项目。农业开发累计完成土地治理面积４ ６万
亩，财政投资５６５０万元，其中，高标准农田建设项
目涉及渔沟、凌桥、王兴、南陈集、徐溜等５个乡
镇；财政投资４５５０万元，治理土地面积３ ５万亩，
拆改建泵站８座，衬砌防渗渠道７４ ５８公里，配套
渠系建筑物２７６０座，新建田间干支路６２ ２８公里，
营造防护林０ ０６万亩，引进和推广新品种３个，
完成各类培训５０８人次；黄河故道农业综合开发
项目涉及凌桥、袁集等２个镇，财政投资１１００万
元，治理土地面积１ １万亩，衬砌防渗渠道２５ ７６
公里，配套渠系建筑物１４５２座，新建田间干支路
１８ ８６公里，营造防护林０ ０２万亩。
【产业化经营项目】 扶持农业开发产业化经营
项目２个，投入财政资金４０８万元。其中产业化

经营财政补助项目１个，即江苏百顺农牧有限公
司申报的“淮安市淮阴区３００亩葡萄高效设施农
业基地新建项目”补助２４０万；贴息项目为江苏
新丰面粉流动资金贷款贴息项目贴息１６８万。
【项目编报及资金争取】 围绕“黄河故道开发”
和“刘老庄片区开发”两个建设重点，做好各类项
目规划、选项、编制工作，向上级主管部门申报。
通过整合资源要素，精心规划选项，科学编制项
目，争取上级到位财政资金共６０５８万元。项目涉
及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治理项目、省级黄河故
道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和国家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
经营项目。

农村扶贫
【概况】 年内，淮阴区实现２ ８３万人低收入农户
脱贫；赵集镇高堰村、韩桥乡兴旺村、南陈集镇寿
塘村、码头镇玉坝村、凌桥乡新堡村、渔沟镇西河
村、西宋集镇三王村等７个省定经济薄弱村和三
树镇张桥村、南陈集镇高福村、吴集镇新园村等３
个市定经济薄弱村，达到新“八有”（有稳固住房，
有饮用水，有电用，有路通自然村，有义务教育保
障，有医疗保障，有电视看，有收入来源或最低生
活保障）目标；经济薄弱村壮村项目６８个，投入各
类帮扶资金近亿元，发放扶贫小额贷款１ ７８
亿元。
【夯实基础工作】 年初，根据省、市的统一布置，
全面开展建档立卡工作。通过农户申请、民主评
议、审核、公示等程序，确定最需帮扶的经济薄弱
村和低收入农户。把有劳动力的低收入户作为重
点帮扶对象，由乡镇政府会同省、市、区挂钩帮扶
单位，逐户上门摸清情况，分析致贫原因，根据每
户收入水平和劳动能力构成情况，研究制定脱贫
计划及帮扶方案。对低保、“五保”低收入户由区
民政、残联部门和所在乡镇政府负责，组织人员逐
一上门了解情况，查漏补缺，确保做到应保尽保。
对农村低保和扶贫对象中的残疾、病灾户提供重
点帮扶，除落实相关社会保障优惠政策和补贴政
策外，加大对其家庭生活、医疗、康复、教育、住房
等方面的救助力度。
【严格落实责任】 ６月２１日，召开扶贫开发工作
会议。区四套班子领导人、区各帮扶单位主要负
责人和分管负责人，各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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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负责人，各经济薄弱村党组织书记，省、市、区驻
村帮扶工作队员参加会议。区委副书记杨维东总
结“十二五”脱贫奔小康工作，布置“十三五”脱贫
致富奔小康工作，区委书记提工作要求，明确党政
“一把手”负总责的扶贫开发工作责任制。要求
全区上下把扶贫开发作为“十三五”时期头等大事
和第一民生工程来抓。各乡镇党委书记向区委、区
政府递交责任状。将扶贫开发目标任务逐年、逐级
、逐项细化分解到各级组织，切实传导压力、强
化责任。
【用好奖补资金】 根据省、市、区有关财政奖补资
金管理的要求，利用省精准扶贫帮扶资金２５１３万
元，在南陈集镇、吴城镇、渔沟镇等８个乡镇实施
项目。其中，投入２２００万元，新建５５栋温氏标准
养殖猪舍，整体出租给温氏淮阴公司经营，租金收
入５０％归经济薄弱村，５０％用于帮扶低收入农户，
投入１１３万元，新建现代农业和扶贫光伏道路；对
吴城镇光伏现代农业项目进行路、涵等基础设施
配套，促进产业发展，为周边农民提供更多就业岗
位；投入２００万元，建设１兆瓦光伏太阳能项目，
产权归渔沟镇西河、新民、兴渔３个省定经济薄弱
村，收益５０％归经济薄弱村，５０％用于帮扶低收入
农户。
【关键性工程项目】 根据省政府会议精神和会议
纪要要求，精准编排关键性工程项目，上报“农村
饮用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项目实施方案。该项
目的实施，使刘老庄片区５个乡镇５０个村居，
３ ３６万户、１４ ３５万人饮用上与城里人一样清洁、
卫生的自来水。
【扶贫小额贷款发放】 ３月初，召开全区扶贫小
额贷款工作会议，专题总结部署，下发年度扶贫小
额贷款实施意见，并签订工作目标责任状。贷款
支持的对象是具有劳动能力、遵纪守法、信用较
好、有小型生产经营项目等扶贫开发低收入农户，
尽最大可能满足其发展生产需求。贫困农户使用
贷款，乡镇农商支行按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
基准利率，与贷款农户签订借款合同，对按期归还
贷款的农户，全额给予农户贴息。到年末，已完成
１ ６２亿元目标任务。
【编排扶贫专项资金项目】 淮阴区整合２０１６年
国家级财政支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试点项目资
金４５５万元（含区级配套３５万元），省级财政奖
补资金２２００万元和市级扶贫专项资金２４０万

元，利用温氏集团落户淮阴的契机，与之合作生
猪养殖家庭农场项目。５月１９日，淮阴区召开全
区温氏集团生猪养殖家庭农场项目工作推进会，
讨论通过合作方案及项目建设等问题。到年末，
已完成项目选址、土地勘测、图纸设计工作等
工作。

农村经济
【概况】 ２０１６年，区委农工部获全省农业农村政
策创新奖、全省农村产权交易市场建设工作先进
集体、全市农村产权交易市场建设先进单位、全区
科学跨越发展目标考评优秀单位、全区农业农村
工作先进集体。
【村级集体经济稳步发展】 根据全区实际，结合
市目标要求，制订全区壮村工程共性目标并及时
分解到各乡镇、区直帮扶单位，村平集体经营性收
入增幅达１５％以上。创新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模
式，探索土地股份合作经营、土地耕作服务社项目
为农服务中心建设及土地耕作服务社、标准厂房、
生猪养殖等多种发展形式，积极争取财政部扶持
村集体经济发展试点项目，获得国家财政资金
３２００万元无偿支持，是全市唯一一家。研究出台
淮委农发〔２０１６〕６号《淮阴区扶持村级集体经济
发展试点项目管理办法》等文件，制定项目实施方
案，督促乡镇抓紧立项、图纸设计、图审、招投标，
促进项目早实施、实施好。
【农村集体“三资”管理】 组织开展全区农村集
体“三资”（资金、资产、资源）专项整治工作。制
定印发《淮阴区农村集体“三资”处置专项整治
活动暨“挂图作战”复查工作方案》，在组织村级
自查的基础上，督促乡镇组织人员进行抽查、审
计，对发现的问题限期纠正，并及时组织人员对
２６个村财务区级会审，以便找准问题。同时，围
绕专项治理的内容和要求，加大指导推进和督查
力度，实行问题线索、工作进度周报制，适时到乡
督查和谈话提醒，及时搜集上报问题线索。在整
治中共发现问题单位数１６５个，问题数４０６个，
并积极督促整改。在此基础上，出台《关于加强
乡镇农经站账户管理、规范村级财务资金、票据
管理的通知》，规范财务行为，保护农村集体资产
所有权经营权的合法权益，促进集体资金保值、
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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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地确权颁证工作】 按照“确实权、颁铁证”的
要求，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
作。围绕应确权农户颁证率达９０％并完成区级验
收的市定目标，督促各乡镇、各测绘单位上足人
头、倒排工期、保证质量，定期组织督查，及时通报
情况。同时严格执行政策，按规定流程操作，不跑
偏、不走样，农地确权登记颁证既有进度又有质
量，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全面完成权属调查、审
核公示、完善合同及登记簿工作，累计完成证书打
印发放１５ ３万户。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建立健全区乡两级、
互联互通的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和信息服务体系，
实现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乡镇全覆盖。在此基
础上，组织业务及农村产权知识培训，配齐区、乡
产权交易中心办公设施。同时，按照《淮阴区农村
产权流转交易管理办法（试行）》要求，规范流转交
易行为，有序扩大交易品种。全年累计成交项目
６２１笔，成交总金额４ ２７亿元。在全面完成集体
资产清查核实、权属界定，建立家底清楚、产权明
晰、权责明确、监督民主、管理规范的农村集体资
产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基础上，扩大农村集体资
产股份制改革试点面，试点从２０１５年的３个村，
扩大到２０１６年的９个村。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 发展壮大土地耕作服
务社，完成２０１５年度市财政扶持服务社项目招投
标及农机交接。着力提升耕作服务社发展水平，
邀请省、市专家就现代农业技术对全区耕作服务
社理事长进行全覆盖式培训。结合财政部扶持村
级集体经济发展试点，启动建设１０个集收割、烘
干等土地耕作服务为一体的为农综合服务中心，
全区经工商注册的土地耕作服务社１７３个。围绕
“规范、创新、提升”的目标要求，不断提升农民合
作社组织化程度和规范化运作水平。实行动态管
理，合作社财务年报率６０％，按流程公开遴选列入
政府优先扶持名录共１６７家合作社；开展示范社
动态监测，积极开展示范创建，新培育渔沟李胜枣
业、刘老庄海明高效农业等省级示范社５个，累计
达２１个，新培育董巷葡萄、棉花军田村希望土地
耕作服务社等市级示范社２３个，累计达１２０个；
安排省财政奖补资金１６４万元，组织７家农民合
作社申报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发展（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培育———农民合作社）项目；开展综合社创建
试点，全年新创建刘老庄春茂高效农业合作联社

等综合社２个，新建以家庭农场为成员的合作社
１０个。全年新发展家庭农场２３１个，累计达４９３
个，新培育淮阴区耀农家庭农场、淮阴区荣盛中药
材种植家庭农场等省级示范家庭农场５个，累计
达９个；新培育淮阴区甜甜草莓种植家庭农场、淮
阴区三树果丰水果种植家庭农场等市级示范家庭
农场１７个，累计达４０个。推广土地股份合作，新
发展土地股份合作社２３个。
【培育现代农业有生力量】 全年培训７６５０人，新
增持证农民比重５％，全区持证农民比重达到
３０％；培育农业部农技推广体系示范户１６００户，
发放农业物化补助４７ ５万元，培训畜牧、园艺、蚕
桑、稻麦等专业科技示范户１１２０户，发放物化补
助４５ ９２万元。全年新增凯德亚食品、天丰种业
等年销售超亿元龙头企业５家，新增宝升源禽业
有限公司、通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等１２家市级农
业龙头企业，全区国家、省、市级农业龙头企业总
数６８家，总数位居全市第一。创成凌桥乡凌家桥、
赵集镇大福养殖场２个部级水产生态健康养殖示
范基地；创成凌桥田蜜西瓜种植专业合作社、中虹
现代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百园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３个省级园艺作物标准园；创成开泰牧业、自立猪
场等４个省级畜禽生态健康养殖示范基地。在政
策、资金、技术培训等方面加强扶持力度，会同区财
政部门及时足额发放耕地地力保护资金９０１２万元，
全区种植面积５０亩以上的规模种粮大户发展到
１００户以上，植保专业化防治合作组织发展到１２０
余个，生猪年出栏５００头以上的规模养殖场发展到
７０个，年出栏２万只肉禽或年存栏２０００只蛋禽的
养殖场发展到１２０个。新培育景台农业、香园农庄、
蓝莓湾、千亩荷塘、薰衣草庄园等６个休闲观光经营
主体，全区建成采摘、垂钓、餐饮、农事体验等特色
休闲观光农业规模点４０余个，休闲观光农业成为市
民日常休闲旅游新去处。
【继续改善农业生态环境】 以资源利用节约化、
生产过程清洁化、农业废弃物资源化、生产和生活
的无害化为目标，大力推进生态农业建设。通过
秸秆收储以及能源化、肥料化、基料化、饲料化利
用等方式，共利用秸秆５１ １ 万吨，利用率达
９３ ５％，连续多年稳定在９３％以上。秸秆综合利
用率达９３ ５％。化肥使用总量控制在２８ ５千克／
亩以下，化学农药使用量减少１％以上，农业废弃
物资源化利用率达９４ ４７％。推广“猪—沼—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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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养殖新模式，示范推广粪便发酵返田利用的
循环生态新型种养结合模式。在渔沟镇打造自立
生猪养殖场的“６０００平方米标准化猪场＋ ３００亩
蛋白桑基地”，在五里镇老郑村建成大型“猪场＋
污水处理系统”，在吴城镇城南村建成“万头猪场
＋ ４００亩葡萄园”。全年新建规模畜禽场沼气治理
工程２处，累计达６２处，建成６个省级畜禽生态健
康养殖示范基地。落实淮阴区生态红线保护区域
规划，合理优化畜禽养殖场规划布局，制定出台
《淮阴区畜禽养殖禁限养区划定方案》，确定不同
区域的畜牧业可持续发展重点，促进淮阴区畜禽
养殖业与生态环境保护可持续协调发展。农业面
源污染得到有效防控，全年实施测土配方施肥技
术１４０万亩，配方肥料推广应用面积８０万亩，推
广应用配方肥２ ４万吨、有机类肥料３万吨；推进
以村为单位的病虫害统防统治工作，小麦一喷三
防实现全覆盖，稻麦统防统治率达到５８％。全年
共完成土壤及农产品重金属污染防治采样４５个。
下发秸秆利用量补贴资金１０６万元，年收贮能力
达６万吨，秸秆综合利用率达９３ ５％。
【提升农产品质量】 抓好农产品从田头到市场的
产品质量安全控制，加强农业投入品管理，开展农
药安全药剂筛选和风险评估，以粮油绿色增产模式
公关、园艺标准园创建、畜牧业标准化生态健康养
殖等为抓手，进一步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能力
建设，确保“舌尖上的安全”。推进农业园区物联网
全覆盖与质量追溯平台建设工作，淮阴区国家农业
科技园区和刘老庄省级农业园区基本实现物联网
全覆盖，农产品质量追溯平台建设在建设中，有２０
余户企业加入省农委质量安全追溯平台。吸引社
会资本投入农业产业，通过政府投资和社会投资的
共同推动，调优农业产业结构，为传统农业向现代
农业的转型升级注入新动力。
【开展农业招商引资】 ７月２０日，由区农委和南
陈集镇共同招引的江苏淮阴温氏畜牧有限公司现
代生猪产业化项目正式开工建设，项目占地１０３６ ５
亩，固定资产投资５ ７亿元，设计规模年上市肉猪
５５万头，总部配备年产饲料２０万吨饲料厂、服务中
心、办公中心、研发中心等，建成后可带动配套家庭
农场４００余户，户均年养殖规模１０００头以上，年收
益１７ ～２５万元。９月１９日，由区农委和西宋集镇
共同招引的总投资１０ ５亿元的沪江畜业现代生猪
产业化项目签约落户，项目占地１２００余亩，规划建

设种猪繁育及育肥养殖基地，培育新三元能繁母猪
１万头，年出栏优质瘦肉型商品猪２０万头以上，建
成１０００亩瓜蒌种植、２０００亩设施蔬菜、５０００亩优质
稻米基地、３００００亩饲料粮种植及粮食加工企业的
项目综合体。区农招办积极牵头做好全区农业招
商有关工作，项目招引和建设取得质的飞跃，全区
共签约千万元以上农业项目５７个，其中投资３０００
万元以上农产品加工项目２１个，总投资１３ ３亿元，
１０００万元以上农业一、三产项目３６个，总投资４１ ６
亿元，农业招商项目无论是数量还是投资体量均居
全市第一。
【农业农村保障服务】 完成全区１２万份农民负
担监督卡发放工作，规范一事一议筹资筹劳５１７
万元，向上争取省级财政扶持资金２１５０万元，在
区内１１４个村新建１４７条、长１０３公里的农村水泥
路，受益群众近４０万人。争取省级财政农村公共
服务运行维护资金１５６６万元，招聘４９３５名困难家
庭成员担任农村环境保洁员，维护好农民权益。
做好美丽乡村建设工作，南陈集头堡村、码头镇张
庄镇村获批全省美丽乡村建设项目。全年开办主
要种植业险种３个、高效设施农业险种１７个，农
业保险保费总额４０７７ ４４万元。其中主要种植业
险种承保１０９ ４万亩，比上年增加１３ ２６万亩，基
本达到应保尽保；高效设施农业保险保费２３００ ４２
万元，占比５６ ４２％，继续位居全市前列。敦促承
办保险公司向上争取资金新建站点，全年新（在）
建乡镇农险服务站３个，累计达１２个。组织保险
公司对农民有需求的产品及地方区域险种进行调
研，适时开办新险种，新开办小麦产量、瓜蒌等保
险，开展创新型仔猪保险条款调研，待省批复将在
省内率先试点。

江苏淮安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概况】 江苏淮安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是２０１３年
国家科技部批准创建的全国第五批４６个国家农
业科技园区之一。根据创建标准和淮安市委、市
政府要求，园区总体发展定位是：现代农业科技示
范区、“四化”（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
现代化）同步先行区、农村改革创新试验区和城乡
统筹样板区。园区按照“核心区、示范区、辐射区”
层次布局，其中“核心区”主要位于码头镇，规划面
积４２平方公里，核心区以农业现代服务业为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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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精准发展二产，做强做长一产，深化土地制度
和投融资体制改革，重点建设科技创新集聚区、农
产品精深加工和生物农业区、农产品物流区、精致
农业示范园、香瓜产业示范园、有机蔬菜产业示范
园、林果花卉产业示范园、运南新城示范区、清口
旅游度假区９个功能区；示范区位于淮阴区其他
乡镇，发展稻麦、园艺、畜禽、水产以及休闲农业等
“４ ＋ １”主导产业。辐射区直接辐射淮安市所属县
（区），间接辐射整个淮河流域。２０１５年，园区科
技创新能力监测水平跃居全国前三。２０１６年，从
４类园区跃升至１类园区，成为科技引领园区，综
合排名全国第三、江苏省第一；两个项目通过市重
点项目验收，提前半年完成外资到账任务；“平台
带乡镇”发展规划受到市委领导批示肯定。
【完善发展规划】 深入运河区域６乡镇调查研
究，形成“十三五”期间“平台带乡镇”发展思路，
进一步明晰园区产业发展、空间布局、发展动能
和路径。修编完善农科园片区规划、码头镇总规
划、吴城镇总规划，留足园区发展的新空间。深
化土地制度改革和投融资体制改革，推进总投资
７ ５亿元的土地整理项目，吸收省内外知名会
所、资管公司、评级公司和券商组建园区融资决

策委员会，完成园区平台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８年资产规
范运营方案。
【推进项目建设】 树立“项目为王”理念，推进项
目建设。新开工“菜趣园”、兰花精油萃取工厂等
６个项目。新签约国能中电总投资１ ６亿元的生
物质燃气等４个项目。与中外园林达成投资３０
亿元的世界文化遗产清口枢纽旅游度假区ＰＰＰ项
目合作框架协议。天丰种业、园润农业科技果蔬
研发加工项目通过市重点项目验收。实现外资到
账１０００万美元。
【科技创新工作】 引进江苏省生物农业与环境学
科重点实验中心、江苏省食品质量安全与营养评
价重点实验室；淮阴工学院卓越农林人才实训基
地揭牌，学生公寓、重点实验室交付使用；淮阴师
范学院现代农业技术与服务实践创新基地和江苏
省区域现代农业与环境保护协同创新分中心项目
获教育厅审核批准；星创天地获科技部批准；获得
江苏省“科技创新券”企业４家；中央财政重大农
技推广项目累计推广和展示设施蔬菜新品种、新
技术、新设施、新模式１６０余项。园区被省质监局
和省农委授予省级现代农业综合标准化示范区和
省级园艺作物标准园。

生态农业

８４ 　 淮阴年鉴（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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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２０１６年，全区规模工业开票销售２４８ ３１亿元，
增长２９ ３１％；工业用电量８ ３３亿千瓦时，比上年增
长３ ０１％；工业产值１４６１ ４７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３ ６％；工业增加值２９０ ４９ 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０ ６％；工业入库税金８ ４９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３ ６９％；固定资产进项税１ ６２亿元，比上年增长
３３ ８６％；新增工业列统企业３４家，列统企业总数
４５４家；民营经济实现税收４０ ３６亿元，新增私营企
业２６１８家，年未私营企业总户数１ ０６万家，新增个
体工商户５４９０家，年未个体工商户总数３ ２２万家；
全年为企业向上争取各类扶持资金累计１８７７万元，
为全市各县区向上争取资金最多的区，其中淮安双
汇食品公司获得市级奖励５００万元、渔沟镇１０００千
瓦光伏发电项目获得省级奖励４５０万元。

淮阴区扶持机械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盐化新
材料，食品加工、电力及新能源、盐硝加工等主导
产业。重点扶持双汇食品、翔宇电力、美嘉包装、
民康食品、胜克机电、淮江科技、金岭化工、德瑞加
数控机床、德科码半导体、时代芯存科技等公司发
展。华能淮阴发电有限公司获得２０１６年度省依
法管理诚信经营先进企业称号。江苏白玫糖业有
限公司董事长周玉明获得２０１６年度履行社会责
任优秀企业家称号。

一区五园
【概况】 进一步创新思路，整合资源，５个新型工
业园累计完成投入２ ９３亿元。徐溜工业园科技路、
勤政路、兴盛路、发展路、创业大道、一干渠路、财富

路，渔沟工业园兴园路、富强路、北环路、金山路、临
川路，三凌工业园胜利路、好运来内部道路等１４条
道路竣工。南陈集工业园金鑫路、荣生路、同源路，
三凌工业园幸福路、创安路、创业路、三星路，张棉
工业园成功路等８条道路正在施工建设。全区乡
镇工业集中区共实施３０００万元以上项目４６个，其
中新引进项目１８个，引进超亿元项目２个，竣工
３０００万元以上项目３９个，竣工超亿元项目１个，乡
镇工业集中区企业实现开票销售增幅２３ １％。
【节能降耗】 在全区重点用能企业中宣传开展清
洁生产审核工作。帮助企业做好自愿性清洁生产
审核申报工作，海螺水泥实施自愿性清洁生产项
目。根据省经信委、财政局要求，海螺水泥、民康
油脂申报省级工业节能与循环经济项目补助项
目，省财政给予每户奖补资金５万元。加强对重
点用能企业的节能管理指导工作，协调监督重点
耗能大户，合理性控制能耗指标，完成全区年度单
位ＧＤＰ能耗下降３ ６％任务。
【信息化】 全区成功申报省级“两化”（信息化、
工业化）融合试点示范企业１５家、市级“两化”融
合试点示范企业３５家。在城区生活小区和公共
服务场所布置公共自行车站点７０个。淮阴软件
园晋升为国家级软件创意产业园，年末已入驻各
类软件企业１００户。形成“三网”融合，小区通讯
共建共享在全市率先实现。
【融资担保】 组织开展全区融资性担保公司经营
许可证年检和信用评级工作。全年开展市、区银
企保对接活动７次，为中小微企业累计担保贷款
７ １２亿元，超额完成市里下达６亿元目标任务。
区内担保公司（开源、恒通）为３００家中小企业担
保贷款５ ３７亿元。帮助企业提供贷款转贷“过
桥”６６００万元。区财政增资５００万元参与淮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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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微企业低息统贷平台，为淮阴区企业向省进
出口银行和淮安农商行申请低息贷款授信额度
５０００万元。为华石建材、中立方实业、凯德亚食
品、翔宇电力、港凌包装、新澎复合材料、沃因思建
筑材料公司、中淮植物油、南风元明粉等９家企业
争取统借统贷低息贷款１ ０９亿元。
【优化服务】 在５４个区直机关、２１个乡镇开展
“百名公仆服务百户企业”活动，帮助企业协调用
地、用工和融资等要素难题，帮助困难企业走出困
境、扭亏转盈。支持有市场、有效益的企业开足马
力生产，加快科技创新，加强市场开拓，促进企业
做大做强。

淮安市淮阴区企业家联合会成立大会
【淮阴区企业家联合会成立】 淮阴区企业家联合
会是由淮阴区中小企业服务中心发起成立，区内
１０８位企业家自愿组成的联合性、非盈利性社会组
织。联合会以团结设立在淮阴区的企业，充分履
行沟通交流、促进发展、维护权益等职责，促进淮
阴区企业之间以及同行之间的经济合作，加强会
员与政府机关、社会法人之间的交流，为促进淮阴
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多做贡献为宗旨。联合会
分设８个行业分会（新型建材产业、食品加工及包
装产业、电子电器及信息化产业、高端机械装备制
造及汽车零部件产业、盐化工新材料产业、电力及
新能源产业、纺织服装鞋帽家居产业、金融业分
会），为行业间的交流提供平台。第一届协会会长
单位是江苏天山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秘书长单位
是江苏中立方实业有限公司。

食品饲料
【概况】 全年累计实现开票销售９１１３４７ ３７万
元，入库税金１７５７９ ０１万元。

【江苏淮安双汇食品有限公司】 位于淮安市淮阴
区嫩江路１２７号，是双汇发展的全资子公司，是一个
集生猪屠宰及肉制品加工于一体的综合性食品加
工企业。公司占地２６０亩，建筑面积１０万平方米，
于２００７年１１月在江苏省淮安市注册成立，２００８年
５月开始建设，２００９年１月建成投产，并于２００９年６
月一次性通过ＩＳＯ ９００１、ＩＳＯ ２２０００、ＨＡＣＣＰ等体系
认证。公司产品共有三大类、３００个品种，主要品种
为生鲜猪肉产品、冷冻猪肉产品、高低温类肉制品，
产品主要销售华东地区。年末有员工２７００余人。
年内，屠宰生猪７７ ２４万头，生产肉制品６ ３７万吨，
实现销售收入２５ ４１亿元，实现利税３ ５亿元，上缴
税金１ １８亿元，位居淮安市前列、淮阴区第一名。
先后获淮阴区企业纳税十佳单位、企业开票销售十
佳单位，淮安市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江苏省
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淮安市信息化与工业化
融合示范企业，淮安市政府“和谐劳动关系、履行社
会责任”四星级企业等称号。

江苏白玫糖业有限公司

【江苏白玫糖业有限公司】 创建于１９５９年１０
月。拥有总资产４７１７９ ７３万元，公司注册资产
１０１４０万元，占地５ １９万平方米，仓储能力６万
吨。日加工糖均在６００吨以上。公司１９９８年与
上海焦化有限公司、上海白猫有限公司合资建设
上海太平洋淮安元明粉有限公司，公司占股３９％，
年产４５万吨元明粉。到年末，公司形成发电、制
糖、元明粉复合材料等多种产品于一体的国家中
型企业，有职工２２０人，各类技术人员４６人，职工
中７０％从事技术性岗位，生产经验丰富，产品质量
稳定。产品获“江苏省优质产品”“市名牌产品”、
长江三角洲名优产品等称号，“白玫”商标连续多
年被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认定为“省著名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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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２０１６年实现销售收入６ １２亿元，加工糖
１２ ５万吨。实现利润３１６２ ４６万元，上缴税金
３５３１ ０５万元。
【淮安市淮阴区大北农饲料有限公司】 位于淮安
高新产业园钱江路２７８号，前身为国营淮阴县饲料
厂。公司是以饲料、动保、种业、植保为主体的科技
产业，以中国农业大学、农博网为两翼的农业知识
产业，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农业产业化国家重
点龙头企业、国家认证企业技术中心、中国饲料工
业协会副会长单位、中国畜牧业协会副会长单位、
中国动物保健品协会副会长单位、中国种业协会副
会长单位、中国农业技术推广协会副会长单位、中
关村经济２０强企业等。公司是一家集饲料研发、
生产、销售为一体的私营企业，拥有大北农牌、新
淮牌、农香牌等著名饲料品牌，主要生产猪用配合
饲料、猪用预混合饲料和浓缩料，以及水产配合饲
料，生产各种系列饲料１８０余种，年加工能力３０
万吨。

钢铁机械
【概况】 全年累计实现开票销售１４４３１７ １３万
元，入库税金６９１１ ０２万元。
【江苏纽泰格有限公司】 位于江苏省淮安高新
区，始建于２０１０年１１月，占地面积２ ６７万平方
米，注册资金２０００万元。主要生产汽车减震器零
部件（轿车）、模具及其他各种机械加工产品。公
司是外向型机械零部件加工企业，年加工各类精
密配件１０余万套，产品主要有汽车配件、汽车减
震系统、悬挂系统、底盘系统、车灯系统、电气系
统、传动装置。产品按照ＩＳＯ ／ ＴＳ １６９４９：２００９质
量体系标准执行，产品销售主要面向国外市场，
主要有韩国万都、日本昭和、泰国昭和及印度
ＢＡＳＦ等。
【江苏德瑞加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成立于２０１５
年１月，主要从事电火花机床、数控机床、精密零
部件及金属制品的生产、制造、销售；多轴联动电
火花机床数控系统、高智能化数控机床及自动化
设备的计算机软硬件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服务、
培训以及数控机床及设备的进出口。公司是经国
家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淮安市首批通过审核认
证的知识产权规范贯标单位，被淮安高新技术产
业园区评为２０１６年度科技创新先进企业。２０１６

年，生产各型数控电火花机床３００台，产值达到
６０００万，上缴税收１７０万，提供就业岗位１５０个。

电子电器及信息化
【概况】 全年累计实现开票销售６２９６５ ６６万元，
入库税金２９３２ １２万元。
【江苏中立方实业有限公司】 创立于２０１１年５
月。是一家主要从事耐高温超薄双向拉伸聚丙烯
电容膜的生产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主要设
备是从德国布鲁克纳公司和康普公司进口，引进其
时技术最先进和自动化程度最高的电容膜生产线、
大型分切机，以及先进的试验检测仪器。主生产线
全区域封闭，净化无尘，确保生产的产品质量稳定
可靠。主要产品为３ ～ １５微米的电容薄膜，具备绝
缘、耐高温、储电、放电等功能，广泛应用于电子、家
电、通讯、电力、太阳能和风能、铁路、新能源汽车甚
至国家特种装备等行业。拥有发明专利４项，实用
新型专利１５项，是国内唯一一家可以稳定量产
２ ８微米超薄型高温电容膜的企业。公司组织架
构合理，管理高效，通过ＩＳＯ ９００１质量管理体系和
ＩＳＯ １４００１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淮安德科码半导体有限公司】 成立于２０１６年。
一期项目投资１４０亿元，占地面积２５７亩，年产１２
晶圆２４万片。淮安德科码半导体是一家专注
于影像传感器ＣＩＳ（ＣＭＯＳ Ｉｍａｇｅ Ｓｅｎｓｏｒ）的半导体
公司，产品定位于中高阶移动装置摄像头芯片，设
计团队拥有高阶１３Ｍ、２０Ｍ和单反相机等特殊影
像传感器成功经验，公司整合ＣＩＳ产业链上的芯
片设计、晶圆制造、测试封装及摄像头模组等公
司，建立起自主设计研发和工艺制造结合的ＩＤＭ
（整厂生产制造线）模式，填补中国影像传感器
ＩＤＭ模式的空白。

电力及新能源
【概况】 全年累计实现开票销售３３４０３ ２１万元，
入库税金１２７８ ４５万元。
【淮安中能环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成立于２０１３
年６月，是深圳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前身系深圳能源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１９９３年１月，由深圳市能
源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１９９１年６月）作为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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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而募集设立。１９９３年９月，公司股票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股票简称：深圳能源，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２７，是全国电力行业第一家在深圳上市的大
型股份制企业，也是深圳市第一家上市的公用事
业股份公司。２０１６年，全年纳税８３０４１ ２８元，利
润总额６４８３８４０ ８３元，净利润６２２５９７３ １１元，开
票销售２０５９２０４４ ９９元。

纺织服装
【概况】 全年累计实现开票销售４３０９７７ ４７万
元，入库税金５０１０ ７９万元。
【江苏卧尔康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９年，是国内最早从事聚氨酯材料（记忆绵）产
品研发、生产、出口业务的专业公司。到年末，有４
万多平方米世界先进水平的厂房，建立起专业的
研发、管理和生产队伍，拥有３项国际领先的发明
专利和多项实用新型专利，通过ＩＳＯ ９０００质量体
系认证和ＩＳＯ １４００１环境管理体系认证，通过
Ｗａｌｍａｒｔ和ＢＯＮＴｏｎ验厂；产品符合欧洲生态纺织
品标准；产品遍及日本、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
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公司有员工１８０人，其中
工程技术人员６８人。２０１６年开票销售８６７０ ０９
万元，利税１０６７万元。公司主要产品为记忆绵床
垫、慢回弹枕头、记忆绵地垫、慢回弹颈枕共４大类
１００个品种、４００种规格。卧尔康以科学、健康、简
约、实用为设计思想，用高品质的太空记忆绵为核
心材料，辅以棉质、抗螨抗菌面料和其它功能性材
料，使产品具有舒缓压力、吸湿透气、抗菌养身、经
久耐用的优质。公司获得江苏省高新技术企业、江
苏省企业技术中心、江苏省工业设计中心、国家专
利发明先进单位、江苏省著名商标、质量信得过产
品等荣誉称号。
【淮安金六塘纺织有限公司】 位于淮阴区古寨乡
工业集中区，项目占地面积３ ３万平方米，厂房及
其他用房建筑面积２ ８万平方米，主要从事人棉
布、高档人棉纱的生产与销售，拥有包括新型剑杆
织布机、喷气织布机在内的各类布机３２０台、６套
浆纱设备、２万纱锭的纺纱设备，是一个集纺纱、浆
纱、织布为一体的企业，公司员工１６０多人，年产
２０００万米棉纺布、５０００吨人棉纱，年开票销售
３０００万元。２０１６年企业投入１０００万元，对设备
进行技术升级改造，淘汰１５１１型布机１２０台，新

上喷气织布机１００台。２０１６年全年实现开票３５００
万元，纳税４０万元。

建　 材
【概况】 全年累计实现开票销售１６９６７１ ２７万
元，入库税金５７８０ ９５万元。
【淮安市华石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位于淮阴区
袁集乡李庄村，拥有混凝土行业最高企业资质。集
团旗下有子公司１０个，年产值１２亿元左右，公司有
ＨＺＳ１８０Ｇ型混凝土生产线１６套，各种混凝土输送
泵４５台，混凝土搅拌运输车２６０辆，年设计生产能
力达７２０万立方。２０１６年实现开票收入２亿元，入
库税金１５００万元。年末有员工７５０人，其中专业
技术人员１２０人，研发中心配有专用混凝土试验
室和外加剂实验室，设备精良、技术力量雄厚。

公司始终致力于管理创新，建立健全一整套
现代化企业管理制度和质量管理体系，通过ＩＳＯ
９００１—２００８质量体系认证，并在本行业率先采用
远程自动化系统进行管理，生产经营系统引进了
国内专业集团版混凝土企业ＥＲＰ管理信息软件，
对车辆应用ＧＰＳ全球定位导航系统已合理调配，
企业管理逐步规范化、标准化。获江苏省混凝土
行业“最佳企业”称号。

木材加工
【概况】 全年累计实现开票销售６２９６４ ７３万元，
入库税金３９１６ ０２万元。
【淮安友文人造板制造有限公司】 位于淮阴区丁
集镇潘谈村，于２００２年１１月成立，２００３年５月１
日正式投产，占地面积５ ７７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１ １万平方米，注册资金１１８０万元。主营业务：中
密度纤维板、装饰板、胶水（限自用）制造、加工，苗
木种植。２０１６年销售收入８５６８ ２７万元，工业总
产值８８３９ ７４万元，计税２４万元。年末有中密度
板生产线１条，年生产能力为１２万立方米。２０１５
年该公司生产中纤板９ ２７万立方米（由于锅炉设
备故障停产一个月），销售中纤板９ １０万立方米，
实现销售收入达８８０８ ９１万元，利润总额９０３万
元。有员工１５０人，其中：管理人员２０人，员工
１３０人。其中１人具有本科学历，６人具有大专学
历。２０％以上人员具备中专（含高中）以上学历。

２５ 　 淮阴年鉴（２０１７）



生物化工
【概况】 年内，累计实现开票销售１０ ２０亿元，入
库税金１ ４５亿元。
【江苏淮江科技有限公司】 位于淮安盐化工新材
料产业园区张朱路以东，淮金线以西，实联大道以
北，该项目是由区经信委和古寨乡联合招商引资
的盐化工项目，是由省化工龙头企业江苏鹏宇化
工有限公司总投资１２ ５亿元人民币，注册资金
２ ５亿元，总占地约３００亩。公司一期用地２００
亩，总投资８亿元，主要建设１、２、４三氯苯、对二
氯苯，邻二氯苯，间二氯苯项目，建设工期１８个
月，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１８日一期竣工投产。项目总建
筑面积达１３００００平方米，设计年生产混合二氯苯
１２万吨、混合三氯苯３万吨、氯化钙５万吨、２、５
二氯硝基苯２０００吨，项目能源种类主要为电、新
鲜水、蒸汽和天然气，符合国家节能环保要求。
【申雅密封件（淮安）有限公司】 公司位于淮安
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松江路９９号，是由申雅密
封件有限公司（股份占７０％）、淮安市工贸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股份占３０％）组建而成，成立于２００４
年１月，是专业生产各类汽车密封条产品的合资
公司。公司于２０１４年９月正式加入库博标准汽
车配件集团，占地６ ６万平方米，厂房面积２ ４４
万平方米，年末有职工２８５人。公司拥有密封条
挤出生产线５条，同时拥有胶料加工、成品加工的
模压硫化（接角）、自动泡钉机及检验试验等配套
设备。能生产包括纯胶密封条、纯胶二复合密封
条、金属骨架三复合密封条、金属骨架四复合密封
条、植绒（或喷涂或ＰＥ带）密封条等五大类产品，
年产密封条３０００万米。公司客户有奇瑞汽车、江
淮汽车、上海汽车、大众汽车、马自达汽车、通用汽
车、吉利和比亚迪汽车等国际品牌、国产品牌，
２０１６年销售额达到１ ７９亿元。取得５个车型配
套开发密封条产品。２０１３年１２月，公司被认定为
江苏省高新技术企业，并于２０１６年通过复审认
定。２０１４年获得“淮安市汽车密封条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称号。２０１６年１１月，通过上海通用汽车
质量系统基础认证（ＱＳＢ认证），并取得证书。公
司拥有实用新型专利１４项。２０１６年，成功由原来
ＡＱＡ认证公司转换ＴＵＶ认证公司并取得认证证
书。公司依托集团总部进行产品设计开发的输

入，公司进行试制、改进、小批量交样、客户批产认
可等工作，同时公司拥有产品口模、工装等设计能
力。公司拥有胶料性能检测设备硫化仪、门尼粘
度仪、硬度计、密度测量仪、硫化机，挤出工序产品
性能检测设备断面检测投影仪、万能测试仪、涂层
（绒毛）耐磨仪、涂层测厚仪、老化烘箱等。

江苏省淮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概况】 开发区启动于２００１年５月，２００６年４月
１５日经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江苏淮阴经济开发
区，２０１２年１１月省人民政府批准更名为江苏省淮
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新区总规划面积７５
平方公里，区位优势明显，航空、航道、高铁、高速
公路等综合交通汇集，总规划面积７２平方公里，
“九通一平”面积３３ ４平方公里，辖１个乡镇、４个
村。年末，开发区已形成“六纵七横”１６条主干
道，与市开发区、清河新区无缝对接。基础设施配
套齐全，供电、电信、供热、供水、排污、天然气、路
灯、交通标志与道路同步到位。绿化面积１５８万
平方米，绿化率达５２％。２０１６年，实现地区生产
总值３００亿元，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８０２亿元，比
上年增长８ ０７％，营业收入１１９４ ９亿元，比上年
增长８ ５３％；规模以上工业开票销售１０７ ３亿元，
比上年增长２１ ５９％，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入７５
亿元，主要经济指标均实现稳定增长，跃升为全省
省级工业园区二十强。
【产业建设】 高新区抓住历史机遇，结合既有产
业基础，综合考量全省新兴产业发展态势，经过仔
细的研判分析，精准定位电子信息、中高端机械装
备制造、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等“２ ＋ １”主导产业
体系，按照“建百亿项目培百亿企业育百亿产业
跨千亿台阶”的目标，坚持把招引大项目、培植大
产业，作为高新区跨越发展的第一引擎。

电子信息产业　 抢抓国家大力度发展半导体
产业的有利机遇，新开工投资１５０亿元的德科码
半导体１２晶圆厂、投资１３０亿元的时代芯存相
变存储器项目。围绕扩大淮安高新区在半导体领
域的影响力，开发区牵头举办淮安国际半导体产
业论坛，进一步向外推介高新区半导体产业规划，
取得较好成效。

中高端机械装备制造产业　 围绕“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发展纲要，引进总投资５ ４亿元的恩耐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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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筋连接件项目，新开工投资１０ ２亿元的华和智
能叉车、投资１０ ５亿元的伊弗特精密零部件、投
资２亿元绿友智能草坪机械、投入２亿元的德瑞
加精密机床等项目。

新能源汽车产业　 先后引进总投资１００亿元
的益威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２２亿元的遨珀轻量
化车身、５０亿元的金唐新能源汽车等项目，开工建
设投资３ ５亿元的普锐明汽配等项目。规划７７００
亩的新能源汽车产业用地，做强新能源汽车产业。
【招商引资】 创新招商手段，全面提升干事创业
激情。从３个方面抢抓发展机遇。①发展平台委
托招商。２０１５年至２０１６年，先后与台湾电电工
会、德国现金工业科技研究院（ＩＡＩＴ）、清华长三角
研究院等高端平台合作，实现借力招商的渠道拓
展，年内，每个平台提供项目信息３０条以上。②
以商引商。以产业龙头企业为载体，成立相关研
究中心。其中，以投资１３０亿元的时代芯存相变
存储器（ＰＣＭ）项目为平台，启动时代芯存研究院
的建设，以一期投资１５０亿元的德科码项目为平
台，计划建设德科码技术研究中心，引进行业类相
关的上下游产品，效果显著。通过服务于法国人
创办的伊弗特精密零部件项目，利用其项目信息，
年内引进专利技术认定５０００万美元的钢筋连接
件项目。达到１年时间内投产一个１０亿元以上
项目、引进一个１０亿元以上项目的效果。③自身
队伍的建设。高新区成立５个招商分队，在全区
范围内成立１５支招商队伍。对不同投资模式与
招商策略进行系统化的培训，对项目的市场型、成
本型、效率型、技术型进行科学分类，在招商组织
的有效性、招商时的针对性、谈判中的专注度、项
目管理的细节把握等方面进行提升，确保项目信
息落地的成功率。
【科技创新】 借助清华校友创业园、江淮科技园、
中业慧谷创意软件园等创业平台，加快引进各类
专业化、领军型创新创业人才，为高新区转型升级
提供人才保障。

人才引进　高新区成功引进院士４名，高层次创
新创业人才４２名，申报江苏省“双创”人才３８人
，科技镇长团４期１８６人次。同时，围绕企业创新
，开展“百名博士帮百企”活动，引导１１０多名博
士深入企业提供服务，为企业加快技术革新和转
型升级提供人才支撑。

政策激励　 专门设立淮安高新区人才交流服

务中心，出台创新人才激励机制，设立高新区创新
创业人才引进专项基金、项目奖励、研发和创业扶
持基金，以及鼓励企业开展股权、技术入股、分红
等多种形式的人才激励机制，疏通人才后续发展
通道。

平台搭建　 高标准搭建创业孵化载体，强力
推进江淮科技园建设，加快与新兴产业对接、科技
企业孵化与创新服务、企业家培训和人才服务、科
技金融与创头服务等平台建设。通过“共建＋共
管”模式，对入驻江淮科技园的高层次引进人才和
企业双创人才项目给予专门扶持。同时积极开展
“校企合作”专项对接活动。
【城市建设】 推进新型城镇化　 在做好产业发展
规划和新型城镇化规划的前提下，全面启动新渡
乡整乡推进新型城镇化工作。用三年时间内将高
新区辖区内的新渡乡８９８７户、３ ２万人和徐梅村
１０００户、３０００人全部搬迁进高新区核心区。其
中，２０１６年完成５０００户的搬迁安置工作。与中核
华兴、中冶天工等５家央企合作，高标准建设安置
小区，利用央企资金充裕、融资空间大、成本低的
优势，用时间换空间解决征收拆迁和安置房建设
费用。

实施高端配套　 围绕群众的日常生活所需，
新开工台湾宝岛母爱医院、清华东城中小学、高新
区人才公寓、２个农贸市场、养老产业园等项目。
全面推进宁连路景观改造工程、王兴出入口环境
整治工程、宁连路以东全域绿化景观提升工程，打
造功能完善、宜工宜商、宜业宜居的新型城镇。

实现可持续发展　 坚持在规划的引领下，运
用新理念、新技术、新的经营模式，走可持续的发
展之路。通过整乡整村城镇化，集中安置，实现土
地节约、集约利用，整理出１０％左右建设用地和
２０％左右的发展空间。做好农民的拆迁安置工
作，平均每户一套房变成三套房，实现一套居住、
一套出租、一套出售，房产变资产。同时，高新区
实现资产性收益，可产生１５％左右的商业资产和
１０％左右的其他经营性资产，政府全部持有，为高
新区的发展持续注入动力。
【社会文化事业】 致力于便民惠民，提高居民的
幸福指数。道路、绿化、安置房建设等一批民生
实事项目进展顺利，开工建设望舒苑等安置小区
４个、５０ ７１万平方米，交付８８４套、１１ ２万平方
米，改造长江东路、飞耀路北延等道路６条，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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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马路、古淮河桥等桥梁２座。
社会事业　 宝岛母爱医院、清华东城中小学

等一批优质卫生教育资源顺利落户，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实现全覆盖，顺利
完成第十一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

群众工作　 通过“党群议事会”“三进三帮”
等联系服务基层模式，实现党群干群良性互动，打
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全年累计接待各类群众
来访６２批５６０人次，开展扶贫慰问３８０人次。

工业新区
【概况】 工业新区围绕区委、区政府的工作部署，
全面、扎实推进各项工作，主要经济指标稳中有
进，全年实现工业开票１４ ８亿，比上年增长１０％，
完成目标的１０２ ２％，入库税收１７８００万元，比上
年增长９％，占目标１０１ ５％。新培育规模工业企
业４个，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增幅１５％。
【招引工作】 招引重点项目４个，其中２个（华尔
润技改、瑞豪工贸）通过市重点项目竣工验收，２
个（富源采卤、国和新能源）项目签约。
【其他工作】 启动赵集矿区远景地质调查工作，
新增地质工作范围２０平方公里，为盐化工产业的
可持续发展提供资源保障。去产能、调结构的供
给侧改革工作取得突破，率先发起并通过全国行
业协会对元明粉行业的过剩落后产能作出统一部
署，保障行业健康发展。节能减排、大气污染防治
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各热电联产企业进一步“提标
改造”。

淮阴王营工业集中区
【概况】 王营镇工业集中区成立于２００２年９月，
位于淮阴区城区西北部，东起西安路，西至华能电
厂，南连宿淮高速西互通，北接长江西路，国家三
级航道———盐河穿境而过，规划总面积约８平方
公里，集中区于２０１０年经淮安市人民政府批准，
２０１１年通过城市总体规划并制定详细控制性规
划，２０１２年通过工业集中区总体大环评论证。集
中区自２００２年集中区启动以来，基础设施建设已
累计投入１ ９亿元，基本建成“五横一纵”的道路
主体框架，“五通一平”面积４０００亩。至２０１６年
底，集中区有项目９２个，其中投资１亿元以上企

业２４家，投资３０００万元以上企业４８家。累计建
成标准化厂房面积３３ ５ 万平方米，使用率
９８ ６％。列统企业４５家。经过多年发展，形成以
建材、食品、服装、机械加工为主导的产业集聚区。
２０１６年，共实现工业开票销售３１ ７亿元。其中开
票超亿元企业９家。
【江苏天参饲料有限公司】 位于淮阴区长安路
１１８号盐河工业园，属王营镇２０１１年招商引资项
目，是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全国农产
品加工创业基地，江苏省农业科技型企业，江苏省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协会副会长单位，淮安市饲
料行业协会会长单位。公司经营范围为饲料生
产、水产养殖试验、粮食收储。水产饲料是江苏省
名牌产品，天参商标是江苏省著名商标。该项目
总投资１ ５亿元人民币，占地８０ ４亩，总建筑面
积３ ２万平方米，建设项目包括主车间、进粮房、
立筒库、辅料库、成品库、锅炉房、办公大楼、机修
及备品库等建筑物，还包括副料接收系统、车间内
玉米提升系统、粉碎系统、配料混合系统、二次粉
碎系统、制粒系统、成品包装系统等设备系统。
２０１６年，实现开票销售４ １５亿元以上，年利税４００
万元以上。
【六和饲料（淮安）有限公司】 由山东新希望六
和集团投资１ ２亿元人民币，建设年产１０万吨饲
料生产线，占地５５亩，建筑面积２ ３万平米，包括
主车间、进粮房、立筒库、辅料库、成品库、锅炉房、
办公大楼、机修及备品库等建筑物，还包括副料接
收系统、车间内玉米提升系统、粉碎系统、配料混
合系统、二次粉碎系统、制粒系统、成品包装系统
等设备系统。２０１６年，实现开票销售收入１ ２６亿
元。入库税金３００万元以上。
【江苏竣邺建设有限公司】 位于王营镇工业集中
区西安路东侧，由江苏竣邺建设固定资产总投资
５０００万元建设科研楼３０００平方米、生产厂房４０００
平方米、预制场地及道路２万平方米等，设备有龙
门吊等墙体预制件生产装备、住宅工业化生产设
备，主要产品及服务为新型墙体材料、高新科技绿
色环保建材生产与施工等。２０１６年，实现销售
１０８５１万元，入库税金４２６万元，提供２００个就业
岗位。
【淮安市国宏工贸有限公司】 位于王营镇工业集
中区横三路南侧，占地３７亩。项目总投资１亿
元。该公司拥有先进的设备叉车、抱车，全自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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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高精密卷筒纸分切机。主要产品有：涂布白板
纸、牛皮纸箱纸、灰板纸、高强瓦楞纸、茶板纸、开
片白板等。２０１６年，实现开票销售８１２５万元，入
库税金３５０万元。
【淮安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位于江苏省淮
安市淮阴区王营镇越河村，是由安徽海螺水泥
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安徽海螺”）于２００３年１
月设立的年产１６５万吨水泥粉磨站，项目总投
资１ ７亿元，整个项目工程于２００３年６月开工
建设，２００４年６月三台Φ３ ８ × １３米磨机相继
投产，公司同期配套建设年运输能力１３５万吨

的码头卸料、装船、包装发运系统。公司采用海
螺优质旋窑熟料，利用附近的华能淮阴电厂粉煤
灰及盱眙廉价的混合材资源，严格按照海螺统一
品牌、统一品质的生产要求，生产“海螺牌”
Ｐ Ｃ３２ ５复合硅酸盐水泥、Ｐ Ｏ４２ ５普通硅酸盐
水泥，满足淮安及周边地区对新型干法水泥的需
求。淮安海螺进入苏北市场后，通过完备的码头
运输系统和强大的保供优势，降低原材料运输成
本，同时使水泥销售半径延伸到连云港、宿迁等地
区。２０１６年，实现开票销售２ ８８亿元，入库税金
４５０万元。

江苏中立方车间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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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贸服务业

综合大市场
【概况】 ２０１６年，淮阴区市场管理工作按照区
委、区政府的相关工作部署，主攻重大项目建设，
以加快电子商务集聚发展为重心，以科学规划为
引领，转变经营方式，强力推动市场载体建设和项
目服务，加快传统市场转型升级，以电商资源、要
素的集聚，促进市场加快繁荣。全年开工亿元以
上项目３个，建成商业面积１５万平方米，完成固
定资产投资额１０亿元，全面完成各项目标考核
任务。
【项目建设】 围绕年初制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强
化帮办服务，全力推动项目建设。全年实现在建
亿元以上项目３个（淮安电商创业孵化中心、淮安
龙凤喜万家婚庆生活广场、北京北路下穿铁路），
建成商业区８ ５万平方米，完成固定资产投资５ １
亿元，各项工作任务均按目标有序推进。其中，淮
安龙凤喜万家婚庆生活广场于１２月竣工验收并
对外营业；淮安创达电商城建成营业；淮安电商创
业孵化中心主体通过验收，附属工程在建设实施
中；淮安现代物流园完成土地挂牌，准备开工；北
京北路铁路下穿工程完成箱涵制作和顶进施工、
引道和挡墙基础施工；香江路建成通车。珠江嘉
园安置小区年内交付使用；轻纺家园安置小区完
成主体验收，进行内墙粉刷、窗框安装和屋面女儿
墙砌筑，外墙保温施工；淮州花园安置小区协调场
地清理、围墙建设和地质勘察设计，完成招标资格
预审公告；归真园启动搬迁工作。北京北路延伸
（过铁路）工程、轻纺家园、欧蓓莎广场、淮安电商
创业孵化中心、淮安现代物流园、婚纱城等６个项
目，完成序时进度。全年，中心储备用地１９２亩，

挂牌出让珠江路北、北京北路东、韩侯大道东、纬
一路南北等４个地块２９６亩土地，完成土地出让
金７４６１ ０３万元；完成珠江路路灯工程接电和竣
工验收；完成北京北路、钱江路方案专家评审；完
成视频监控接入平台任务。
【资产管理】 电商创业大厦日常维护服务　 在电
商需求、市场竞争、基地孵化等多方力量的共同作
用下，经过近一年的扶持发展，电商大厦新签入驻
企业２１家，常驻办公人员１８６人，有每鲜加、四季
鲜、苏楚、新航网络科技等５２家企业签约入驻，入
驻率达９５％以上，年销售额３ １３亿元。此外，先
后完成电商大厦空调检测维修、四层以上空调设
备维修更换、水电改造、下水管修理、六楼（原餐
厅）装修、东广场及南广场砖修缮及一楼配电间开
门等日常维护工作。

安置房源管理工作　 完成轻纺家园、珠江嘉
园安置小区未安置房源登记工作，并对周围门面
房经营和出租出售状况进行市场调研，接待珠江
嘉园与轻纺家园门面房出租、出售洽谈。珠江嘉
园、轻纺家园、淮洲花园三个小区共有安置房源
１８１３套，安置１１７６套；轻纺家园和珠江嘉园两个
小区门面房共有３４套，安置１３套。完成恒兴开
发公司购置房产基本情况的摸底统计工作，并调
查、了解周边房产出租出售情况。完成龙凤喜万
家８ ～ １８层房产经营报告，义乌商贸城二期１ ～ １３
层资产经营报告，大宁百货三、四层资产经营报
告。确立珠江嘉园小区物业管理单位（王营镇城
建物业公司），王营镇城建物业工作人员进场，筹
备交房工作。

廉租房管理工作　 为大市场范围内企业提供
廉租房。中心申领８０套北苑家园的公租房，有２０
套出租于电商创业大厦内电商企业员工。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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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北苑家园２０套廉租房租金收付工作。
营业市场环境卫生维护工作　 中心对已建成

的市场进行环境卫生巡查，并将发现的问题交其
物管处理，确保市场的干净整洁，有序经营。

处理好区域内信访事宜　 年初，为解决欧蓓
莎业主和欧蓓莎置业公司之间的租金支付矛盾，
多次接待信访业主，并多次赴南京、南通、镇江等
地与信访业主沟通协谈，最终解决争议。
【招大引强】 完善招商服务制度　 通过点对点招
商和以商招商，提高招商引资工作实效。利用大
市场的优势资源，把吸引大项目、好项目作为推进
服务业产业结构升级、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
重要手段。为推动招引工作，年初出台招商引资
目标考核文件《关于印发２０１６年度招商引资、外
资、电商招商目标考核的通知》，提升全员招商积
极性。

培育电商产业　 成立电商创业园领导小组，
负责整个创业园的政策、规划制定以及具体工作；
为入驻电商企业做好协调服务，落实创业园具体
管理和招商工作；引介电商企业给乡镇电商负责
人，共同帮扶电商企业。电商大厦电商企业经营
范围涉及农产品物联网平台、网络技术开发、生活
消费平台、在线文化平台等，网络销售商品包含各
类家居家具、农副产品、生活用品、大健康产品等。
对电商企业加大培育与孵化力度，实现电商集聚、
服务集中、资源集约、功能集成，引导电商企业进
行规范化管理，引导企业集聚集群发展，助力企业
做大做强，在竞争中获得更多的成长空间。创建
区、市级创业孵化基地。为落实省市发展众创空
间推进大众创新创业要求，展现电商创业良好发
展前景，突出示范性、导向性和代表性，电商创业
大厦积极争创创业孵化基地。２月２６日，淮安电
商创业大厦被认定为淮阴区创业孵化基地；１１月，
申报市级创业孵化基地，通过市级相关部门初审。

争创市、省级电子商务示范基地　 发挥电子
商务示范工程的引领带动作用，促进电子商务健
康持续发展，着力打造综合大市场电子商务企业
集聚区载体，整合电商资源，吸引物流、电商配套
服务等类型企业入驻电商大厦，完善覆盖电子商
务各个环节的物流配送、餐饮娱乐等各类服务。

完成招商目标任务　 淮安江淮电子商务产业
园项目（总投资超１０亿元）通过市级考核验收；欧
蓓莎广场项目（总投资１１亿元）开工；淮安现代物

流园、海仑云仓物流园项目（总投资１１亿元）签
约；淮安电商创业孵化中心（总投资５ ３亿元）开
工；总投资５亿元的国华曼度广场项目启动建设；
与王营镇合引的鑫泰木材建材市场办理前期用地
手续；新增可用财力５０万元以上总部经济项目１
个（江苏沃因思能源管理科技有限公司）；江苏镖
客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到账１０３ １万美元。
【资金保障】 ①项目融资。依托恒兴公司、苏北
大市场两个平台公司，积极融资。全年累计融资
４４ ６３亿元，其中直接融资６ ７８亿元；争取地方政
府债券３ ８亿元；配合棚户区改造项目融资３４ ０５
亿元。截至１１月底，通过中长期贷款及地方政府
债券置换或偿还所有的流动资金贷款及部分高息
借款，贷款余额为４３ ０５亿元。②保障项目建设
资金支出。以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为首要前提，确
保市场项目建设资金及时足额支付。全年支出近
２ ５亿元，确保北京北路铁路下穿、珠江嘉园安置
小区、电商创业孵化中心等项目工程款的支付进
度。③税款征收。督促企业缴纳税，为市场内企
业提供财税等政策方面的咨询服务，帮助企业协
调财税、金融等。恒兴公司、苏北大市场依法缴纳
税收，并督查市场内各企业能够及时依法纳税。
④资本运作。３月，苏北大市场开发有限公司股权
由恒兴公司划转至淮安现代商贸流通管理服务中
心，并于９月２９日完成增资２亿元的工作，全年注
册资金达到２ ５亿元。启用这一新平台，保障项
目建设的后续资金及时到位，同时确保可用资金
保值增值，采取购置保本理财产品的方式，提高结
余资金的收益率。
【电子商务】 ２０１６年，赵集镇街西居委会创成全
区首个省级电子商务示范村，赵集镇创成首个省
级电子商务示范镇。淮安电商创业大厦创成市级
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吴集镇兴和村、渔沟镇杨庙村
创成市级农村电子商务示范村。淮安甜蜜人生蜂
产品有限公司、江苏老侯珍禽食品有限公司网络
交易额分别达８０００万元、２０００万元，是全区电商
领军企业，两家创成市级电子商务示范企业。年
末，全区共有村淘服务站３５个，为老百姓提供线
上交易便捷服务。
【电商载体建设】 ２０１６年，电商服务业营业收入
４０００万元人民币，淮安电商创业大厦获“淮安电子
商务学院综合大市场实训基地”“市级电子商务示
范基地”等称号。淮安电商创业大厦作为珠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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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一条街的龙头示范平台，重点招引一批
电商企业、电商人才、电商支撑企业等，发挥电商
集聚和带动效应，通过集聚一批优质电商企业，发
展一批龙头电商企业，转型一批传统实体企业，培
养一批高端电商人才，打造学习型、创新型、智慧
型、生态型的电商孵化园区。利用现有企业资源，
加快实体经济转型，加快市场繁荣。发挥电商集
聚效应，积极进行产业链招商，吸引上下游配套企
业落户；鼓励企业靠大联强，加快企业转型升级步
伐。根据企业需求和特色，有效利用线下产品资
源，兼容发展线上产业。通过带动传统企业向电
商发展的方式，为实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
业结构提供有利抓手。同时，项目作为淮安电子
商务学院综合大市场实训基地，是淮阴区委、区政
府重点打造的电商创业孵化基地，是加快淮安“４
＋ ３”服务业特色产业跨越发展的重要板块。淮阴
区政府高度重视淮安电商创业大厦建设，科学制
定淮安电商创业大厦的发展规划，健全管理体制
机制，成立工作领导小组，出台《关于淮阴区加快
淮安电商创业大厦发展的促进政策》专项扶持政
策，每年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淮安电商创业大厦基
础设施和项目引进，重点招引电子商务、仓储物流
等知名企业入驻。

商业银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安淮阴支行·
【概况】 ２０１６年末，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安
淮阴支行本外币一般性存款余额为１９ ７２亿元，
比上年增加５ ３９亿元，增幅３７ ６％；本外币贷款
余额２０ ０ 亿元，比上年增加３ ２ 亿元，增幅
１９ ０％；其中公司贷款余额７ ０亿元，比上年增加
０ ５亿元，增幅７ ７％；个人消费贷款余额１３ ０亿
元，比上年增加２ ７亿元，增幅２３ ９％。实现税后
利润４００１ 万元，比上年增加７５１ 万元，增
幅２３ １％。
【存款贷款】 ２０１６年，中行淮阴支行抢抓时机，
全员参与，提升支行存贷款业务总量。要求全员
抓存款，除抢抓开门红旺季，增开服务窗口，每日
点评通报，加强过程督办外，还将存款业务进行全
年全过程推动，确保不松懈。紧跟项目储备，做实
每一个业务环节，确保重大项目叙做的时效性。

注意加强与政府招商引资等部门的联系，及时服
务好招商引资企业，以增加该行的存贷款总量。
２０１６年末，该行本外币一般性存款余额１９ ７２亿
元，较年初新增５ ３９亿元，各项贷款余额３１ ６１亿
元，较年初新增１１ ７２亿元，累计投放１７ １５亿元
（其中个人贷款新增３ ７３亿元、公司贷款新增
７ ９９ 亿元），当年新增贷存比１１ ７２ ／ ５ ３９ ＝
２１７％，余额贷存比３１ ６１ ／ １９ ７２ ＝ １６０％。年度绩
效考核系统排名第一，获得江苏省中行省行级中
银优秀集体称号，是淮安分行唯一获此荣誉的
单位。
【整章建制】 做好内控案防工作，保证各项经营
活动的健康开展。细化员工岗位职责，在明确责
任的同时调动员工工作积极性。除支行制订的岗
位职责外，还要求员工结合自身岗位自已梳理岗
位职责和风险控制环节，督促大家进行自我检查、
自行整改和自我提高。树立榜样、量化执行，做实
内控合规和案件防控工作。支行年初制订年度内
控管理考核方案，明确各种违规或差错的处罚金
额，设立内控合规基金，季度结束后合规基金按反
比例分配，同时评选季度合规明星，支行另外给予
激励。通过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的激励，促进员工
做好内控合规和案件防控工作。增加内控案防与
管理工作在员工绩效考核中的分值占比，８月起，各
岗位内控与管理分值占比统一提升至４０％，引导员
工做好基础工作，确保安全稳健运营。
【严控质量】 严控质量，努力清收，贷款不良实现
双降。面对年内出现风险的两户中小企业贷款，
争取担保公司的代偿，化解新增风险。对于两户
存量大公司不良贷款，在上级行的支持下，主动采
取措施，多渠道化解风险，至年末公司贷款不良余
额还有２４６５万元，较年初下降两千多万元，有力
改善支行的资产质量，年末实现不良贷款余额、不
良率双下降。
【提升服务】 注重细节，做优服务，提升支行服务
客户能力。为做好春节期间的民生服务工作，想
方设法缩短客户排队等候时间，主动增开服务窗
口、动员员工加班、增设两台存取款一体机等，努
力提升客户体验，增强客户在该行办理业务的愉
悦感。同时，利用班后时间，组织员工学习、培训，
提高员工办理业务的水平和速度，提升支行服务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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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淮安城北支行·

【概况】 ２０１６年，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
安城北支行牢固把握全行改革创新发展大局，扎
实开展各项工作，着力提高市场整合营销能力和
业务发展创新能力。各项存款总计１３ ４８亿元，
比年初增加１ ６４亿元。其中，对公存款６ ０亿
元，比年初增加１ ３２亿元；储蓄存款７ ４８亿元，比
年初新增０ ３２亿元。各项贷款余额１５ ０６亿元，
比年初增加０ ５７亿元。其中，公司类贷款４ ９８亿
元，比年初增加０ １３亿元；个人贷款１０ ０８亿元，
比年初增加０ ４４亿元。年末实现各项中间业务
收入１１６３ ４万元，比上年减少２８６ ６万元，年度计
划完成率７０％。新开结算户１３９户，居全市第七；
对公理财产品销售３５０００万元，居全市第六；贵金
属销售递延类６５３９２千克，居全市第四；中高端客
户数量总数达到４６６０户，比年初增长６６户。新
增牡丹灵通卡１７８２３张，完成率１００ ２％。标准理
财金卡发卡６７０张，基金、理财产品、寿险销售规
模迅速扩大，代理寿险销售１１８５万元，比上年增
加２６５万元；代理基金销售１０５５万元；理财产品
销售８９５００万元，完成计划１２１％。不良贷款３５５６
万元，比年初减少７９１万元；不良率２ ３６％。营业
利润４４４７ ７５万元，净利润３４１８ ７４万元，人均
９４ ６万元。
【内部管理】 加强内控案防、安全保卫工作，优
化窗口组合，减少客户排队等待时间，提升网点
服务水平。强化员工行为动态管理。持续开展
行内员工参与非法集资、经商办企业、套现、为
民间借贷提供担保的专项排查和治理，规范理
财销售，严禁员工与企业发生资金往来，防范人
为不良因素引发的案件风险。加强对重要岗位
人员的监督管理，抓好案防重要风险点的防控
治理。
【批量业务】 该行以代发工资为龙头，新拓展代
发工资户１２户，代发人次３８３２人，月代发额６６５
万元，对储蓄存款增长起到推动作用。
【市场营销】 该行对范围内的专业市场逐个进行
调查摸底，清理出有效专业市场６户，有３户与该
行签订协议。与专业市场管理机构签订单一机构
准入协议，占领制高点。同时积极进行各部门联
系，拟定服务条款，将银商通、理财产品等率先送

入客户手中。
【分层营销】 该行充分发挥机构类客户营销团队
的作用，落实团队进行机构客户维护，确保应有的
存贷款份额。根据在该行的存款余额进行分层营
销，客户存款５００万元以上的由行长室维护，１００
万元～ ５００万元的由公司金融业务部维护，１００万
元以下的由二级支行行长进行维护。
【“ｎ ＋３”营销活动】 成立由行长为组长的“ｎ ＋
３”领导小组，牵头开展营销活动，定期召开推进
会，及时了解产品营销进度，根据进度调整营销策
略，在全行上下形成人人有任务、人人善营销的整
体推进氛围。
【压降不良贷款】 加强贷款的排查力度，严防贷
款劣变，发挥好催收和处置团队的作用，运用现金
清收、重组转化、债权转让以及以物抵债等处置方
式，提升清收和处置效果。对个人贷款潜在风险
的真实状况进行梳理，对不同类型客户采取差异
化的处置方式，抓好不良贷款压降工作。加大个
人不良贷款诉讼力度，与公安、法院等部门加强沟
通，寻求支持，有效提升该行贷款追索和胜诉案件
的执行效果，提高胜诉案件的执行力度，加快个人
不良贷款剥离核销客户的筛选和资料报送工作，
尽快摆脱个人不良贷款的巨大包袱，快速提升资
产质量。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淮安城北支行·
【概况】 ２０１６年末，建行城北支行一般性存款余
额１５ ９亿元，其中个人存款余额５ ２亿元，对公
存款余额１０ ７亿元。全年实现中间业务收入
６８４ ３万元，实现利润４６４９ ２万元，化解金帝亚
２５００万元不良贷款，年末不良率０ ４２％。全年对
公存款日均新增５４５１万元，个人存款日均新增
５２２４万元。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淮安市淮阴区支行·
【概况】 ２０１６年，淮阴区农发行贷款余额４０ ９８
亿元，存款余额１３ ８７亿元，存款日均１６ ０４亿元，
账面利润６９８７ １９万元，剔除挂账贷款，贷款无不
良。经营绩效在全省６７个县支行中排名第六，首
次进入全省一类行，实现历史性突破。支行领导
班子年度目标考核全省第一、县级支行行长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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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全省排名第一、市行行长目标考核全市第一。
获省分行先进集体、市分行优秀基层党支部、２０１６
年度区政府目标考核优秀单位、区政府行风暨软
环境建设先进单位。
【信贷业务】 淮阴区农发行主要办理粮食、棉花、
油料收购、储备、调销贷款；办理粮食、棉花、油料
加工企业和农、林、牧、副、渔的产业化龙头企业贷
款；办理农村路网、电网、水网、信息网建设、农村
能源和环境设施建设、棚户区改造建设贷款等。
２０１６年，累计发放各类贷款３０ ９亿元，是上年的
４ ８倍。５月１３日，获总行６０亿元棚户区改造贷
款批复，发放２５亿元，该笔贷款为全市农发行单
笔贷款获批金额最高。支持区域供水项目贷款
５ ５亿元。
【粮棉油收购】 做好政策性收储业务。２０１６年，
淮阴区小麦普遍受灾，尤其是赤霉病严重超标，实
际收购入库小麦１９２６万公斤，比上年下降近三分
之二；收购入库稻谷５５１万公斤，比上年增加４７３
万公斤。夏季获批粮食收购贷款１ ５亿元，秋季
获批收购贷款８５００万元，累计投放１９４３万元。主
动与粮食购销总公司负责人商谈，督促其按销售
合同按期履约或提前履约，小麦和稻谷收购贷款
顺利实现双结零。做好旺季粮食收购准备和管理
工作。提前与粮食购销企业沟通，督促促销库存
粮食，为粮食收购腾仓。配合粮食主管部门、中储
粮淮安直属库开展托市库点确认、空仓验收等工
作。按时开展粮食收购贷款调查与报备工作，贷
款发放按照要求落实共同担保基金、签订销售合
同、按比例到位合同定金等有效风险防控措施。
全年没有发生一起因农发行问题而导致的打“白
条”现象。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淮安城北支行·
【概况】 ２０１６年，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
安城北支行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３８ ３７亿元，较年
初增加５ ８７亿元，比上年增加３ ３２亿元，增速
１８ ０６％，超全市平均增速２个百分点，总量、增量市
场份额均列４行第一位。其中个人存款比年初增
加１ ７１亿元，列４行第一；对公存款比年初增加
４ １６亿元，列４行第二位。年末各项贷款余额
３６ ０９亿元，较年初增加５ ８２亿元，比上年增加
３ ８７亿元，增速１６ １２％，高于全市农行平均水平

３ ２４个百分点，总量、增量市场份额为３６ ８９％、
３３ ４９％，分别居同业第一位、第二位。其中个人贷
款余额２５ ９３亿元，较年初增加５ ３５亿元，比上年
增加１ ９７亿元，总量、增量市场份额均居当地同业
第一。至年末，法人客户授信总额达１６户、１６ ３亿
元，累计发放贷款４０笔、５３３８６万元。个人住房贷
款余额达９６４１户、２４ ３８亿元，累计发放２０５３笔、
７ １７亿元。
【服务三农】 至年末，“三农”贷款余额达３５０９万
元，较年初净增１０８７万元，完成市行增量计划的
１１０ ４％。全年累计发放金农贷、农户小额贷款、
农村个人生产经营等“三农”贷款６１笔、金额３７１１
万元。“惠农通”服务点达２３１户，行政村覆盖率
达１００％。惠农通业务量户均达６ ７５万笔；代理
收费达３ ６７８万笔，业务量户均达２９２笔；惠农卡
发卡量达４ ３６万张，较年初增加３１７９张。其典型
经验在市分行交流、转发。
【价值创造】 至年末，实现拨备前利润１０６０２万
元，比上年增加１８１７ 万元，完成全年任务
１１３ ９％；拨备后利润９７４２万元，比上年增加９４２
万元，完成全年任务１０８ １％；成本收入比
２４ ７９％，比上年下降３ ５４％；存款付息率１ １７％，
比上年下降０ ５１％；贷款收息率４ ６５％，比上年下
降１ ３８％；存贷利差３ ４８％，比上年下降０ ８７％；
中间业务收入２５５０万元，比上年增加７１２万元，
完成全年计划１０７ ６％。年末各项财务考核指标
均超额完成市行计划。拨备前利润、拨备后利润、
经济增加值、成本收入比４项效益管理指标考核
排名，均位居全市农行第一。
【专项竞赛】 全年四个季度对公竞赛，均进入全
市前两名；在全年对公板块考评中，综合排名第
一。零售业务“春天行动”综合营销和“激情仲
夏”竞赛活动排名靠前。在全市农行个人贷款专
项竞赛中，一季度排名第二、“七、八双月ＰＫ赛”
专项考评名列城区行第一，“金九银十”竞赛活动
名列榜首。运营条线弱项指标竞赛活动，在前期
大幅落后的不利局面下，奋起直追，最终在九家县
（区）支行排名第四。年末，万元以上支付密码器
推广率完成９３％的目标。
【业务转型】 网点形成以“两微一拓”为重点的
营销新模式和以资产配置为核心的贵宾维护新方
式，对业务发展促进作用初步显现。与公积金中
心合作有效推进，年末住房公积金缴存单位达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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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２６７户，月缴存金额达１１万元，在全市农行处
于领先位次。上线试点运行全国首家“悦农贷”产
品互联网操作平台。成功拓展市水利工程建设
处、汉方医院、闽泉纺织、中建国际、老侯野鸭、温
氏畜牧、公共资源交易分中心等一批具有影响力
的账户。全年新开对公客户账户９０６户，其中５００
万元以上账户达３０户，存款余额１５ ２７亿元。获
批黄河故道、节水灌溉、滨河新苑等项目贷款４
个，获批金额９ ３７亿元，并发放项目贷款４ ９亿
元。有多条营销拓展信息被省行《每日情况》
采用。
【风险防控】 加强重点领域、重点客户信贷风险
管控。全年累计收回不良贷款本息３３９ ７２万元，
现金收回已核销贷款本息２８ ４１万元；年末不良
贷款余额１４１０万元，贷款不良率０ ０４％。全面开
展风险排查、案件治理、“两加强、两遏制”回头看
工作，深入排查、揭示、处置各类风险，切实做好中
央巡视组、总行审计等发现问题整改工作，发现苗
头性问题及时处置。运营、安保工作扎实细致，全
行堵截电信网络诈骗案件１２起、涉案金额１０ ７４
万元。没有发生重大风险事件和责任性事故，实
现平安运行。
【达标创建】 扎实开展运营“三化三铁”、安全保
卫“三化三达标”、信贷“三化三无”、党建“三化三
严”等多种内容的达标创建活动，强化重点业务、
重点岗位、重点环节风险合规管理，细化落实挂钩
督导、比学赶超、网点转型、人文关怀、信息宣传等
措施，充分营造整体联动、团结奋进的发展氛围。
在全市农行综合绩效考核中名列第四，支行班子
分别被省、市分行评为２０１６年度“四好”班子、优
秀班子。在区政府行风评比中，获评２０１６年度群
众满意公共服务单位。办公室条线综合考核、内
控与法律合规条线反洗钱工作分别名列全市农行
第一名、第三名。经省分行验收，支行达信贷“三
化一无”支行；王营支行、小营支行被省分行认定
为运营工作“三铁”单位；支行被省分行认定为安
全保卫“三化三达标”优秀一级支行；王营、营业
部、承德路、长江路四个网点获评省行安全保卫
“三化三达标”优秀营业网点。在全市农行举办的
第二届农户金融业务、监管统计、对公产品知识竞
赛中，分别获团体三等奖、优秀组织奖和团体一
等奖。

·江苏银行淮安淮阴支行·
【概况】 ２０１６年，江苏银行淮安淮阴支行各项存
款达３５９８４０万元，较年初实现新增１１７０２６万元，
其中对公存款达２５３７２７万元，较年初实现新增
１１３３１１万元；储蓄存款达９７５８３万元，较年初实现
新增１２２７０万元；各项贷款余额达１９８２４９万元，较
年初实现新增４８７０１万元，其中公司贷款１５００９６
万元，较年初实现新增２８２２９ 万元，零售贷款
４８１５３万元，较年初实现新增２０４７２万元，实现利
润８４６０万元。全面完成各项序时目标任务数。
全年整体态势发展良好，所有各项业绩均取得长
足进步，核心指标全部完成序时任务，利润完成率
１２８％，系统内排名第４。支持地方重大项目取得
突破。上半年重大项目如资产经营有限公司１０
亿元理财直接融资、开源城乡（校安贷）６ ５亿元
项目贷款、淮阴区交投３亿元项目贷款、棚改基金
９ ０５亿元等重大项目顺利落地。下半年全力进行
大项目储备，发债过桥４ ５亿元、融资租赁４ ５
亿、棚改基金９ ８亿、银团等项目稳步推进。
【创新产品】 淮阴支行围绕总、分行创新思路，抢
占先机，积极营销创新产品。全市首单１０亿元理
财直融落地；淮阴区城市资产稳赢Ｂ计划３亿元；
城市发展基金２亿元；淮阴区城市资产债权融资
计划５亿元等创新产品达成。在小企业“新产品”
推动工作中，税ｅ融、商ｅ融网贷产品虽然通过率
非常低，但是经过不断努力，全年共落地３０笔税ｅ
融、商ｅ融等新产品。
【营运基础管理】 在做好业务拓展的同时，淮阴
支行始终努力加强营运基础管理工作，确保全年
无任何安全责任事故。对照总行及分行相关规章
制度，制定并细化支行内部会计核算考核办法，规
范会计行为，推行量化考核，组织各项规章制度及
相关法律的学习，做到学习有记录，学以致用。侧
重于应知应会内容学习，规范操作程序，着力防范
前台操作风险和信用风险，确保合规营运。渠道
建设工作稳步推进。紧抓渠道建设不放松，经专
人负责，多方协调，重点推进，北京西路社区支行
于５月３１日顺利开业；小营支行整体搬迁工作也
于１２月２４日顺利完成。
【社区化经营】 淮阴支行针对社区化经营开展多
方面的探索和实践：钵池山公益奔跑活动累计开
展３９期，品牌形象凸显；各支行党员进社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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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开展，以“党员进社区”活动为抓手，创新形
式、讲求实效，除正常的主动“走出去”以外，还
与包括区老年大学在内的周边社区中老年客户
群体打成一片，主动请进来，创办社区活动室；针
对年轻群体，该支行与医院、社区建立联系，连续
开展４期“小小银行家，未来财富大管家”亲子活
动，建立相关的亲子群；同时开展读书活动，不断
扩大该行客户群体，提高该行客户群体质量。通
过以奔跑钵池山、小小银行家、老年文化活动和
读书会活动等４个系列活动，带动网点各自针对
不同客群开展特色化经营的社区营销新模式。
【风险控制】 清降与防控同步，提高信贷资产质
量。严把贷前调查、贷中审查、贷后检查关，全面
加强授信风险控制和预警。强化到期贷款提前提
示制度，每月梳理到期贷款情况，提示客户经理做
好下月到期贷款还款的落实，并加强对执行情况
的检查。梳理不良贷款和逾欠息贷款情况，严格
落实存量不良、逾欠贷款的名单制管理，清防并
举，标本兼治，卸下不良贷款的包袱。全年无公司
类新增逾期欠息；逾期贷款压降１０６５万元；不良
贷款余额１１０万元（对公不良贷款为零），不良
率０ ０５％。

·昆山农商行淮阴支行·
【概况】 ２０１６年，昆山农商行淮阴支行各项人民
币存款余额５０７６８ ６８ 万元，其中储蓄存款
４２７５ ４５万元，占总存款的８ ４２％，保证金存款
１７６１ ３６万元，占总存款的３ ４６％。对公存款
４６４９３ ２３万元，占总存款的９１ ５７％。至年末，支
行各项贷款余额（含贴现）１４２１８２ ７万元，较年初
增加６９１６３ ７万元。其中对公贷款１２２５９４ ７４万
元，较年初增加６９１６３ ７万元；个人贷款１９５８７ ９６
万元，较年初下降４０３５ ０１万元。全年累计贴现
８０７３４ ０５万元，贴现余额６３４３５ ２４万元。各项贷
款按四级分类：正常１１９４１６ ２１ 万元，关注
５７１４ ６６万元，次级类１６９７３ ７万元，可疑类７８ １３
万，不良贷款合计１７０５１ ８３万元。担保结构相对
优化：抵质押类贷款４７９５９ ６９ 万元，贴现
６３４３５ ２４万元，保证类贷款３０７８７ ７７万元。营业
利润及中间业务收入。营业收入４４１１ ２万元，其
中贷款利息收入４３８１ ５万元，手续费收入２４ １万
元，净利润４５１０ ２万元。

保　 险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淮安市淮阴支公司·

【概况】 ２０１６年，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淮
安市淮阴支公司共计实现总保费收入２ １亿元。
自１９９５年产寿险分离以来首次突破２亿元大关，
比上年增长２６ ５％，是中国人寿淮阴支公司发展
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获淮安市消费者协会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年度诚信单位称号，淮安市民政局、淮安市老
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２０１６年安康关爱行动一等
奖，淮阴区委区政府２０１６年部门差别化目标考核
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
【银保渠道】 实现标准保费６８４万元，位列全省
系统第十六名；实现１０年期保费８２０万元，位列
全省系统第九名，在全市系统两项指标均排名第
一。同年获中国人寿江苏省分公司颁发的２０１６
年度银保渠道绩优县（区）支公司价值领航奖和至
尊荣耀奖。
【政保业务】 公司一直以来承办全区学生险、教
师险、计生险、老年险、女性安康保险、新农简等惠
民工程险种，其中学生险承保面达９０％以上，２０１６
年学生险赔付达５８２ ８７万元。
【客户体验活动】 增加多种客户体验活动，陆续
推出Ｅ保账保单绑定、红利微信查询、微信理赔报
案等一系列服务举措，客户可以在家自行办理一
些相关业务，使客户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中国人
寿的优质服务。
【理赔与风控】 全年理赔案件６５００件，月均５４１
件，日均１８件，理赔款支出１４１２ １９万元。开展
“３·１５”国际消费者权益日进社区、进柜面、进职
场诚信合规文化宣传“三进入”活动。６月１６日，
客户服务节前夕开展快乐迎奥运、冠军伴我行“牵
手国寿·寻找天之蓝———万人公益健走活动”；同
月开展“慧眼、守信、明责”防范打击非法集资宣传
活动及有奖知识微信竞答活动；７月８日，开展保
险公众宣传日活动；１２月９日，举办“助力开门红、
履职防风险”培训班。全年风控工作位列全市系
统前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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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淮安市淮阴支公司·

【概况】 ２０１６年，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淮安市淮阴支公司（简称“人保财险淮阴支公
司”）围绕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大局，坚持“以市场为
导向，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充分发挥自身
的资源和管理优势，加快业务发展速度，增强合规
经营能力，努力解决热点问题，打造１００％的服务
品牌，取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该公
司为全区５００家企业、４００００辆机动车、１０万户家
庭及全县部分高效设施农业提供保险保障。全年
实收保费突破亿元大关，位居辖内财产险公司首
位。其中车辆保险费收入８８５６ ９５ 万元，增幅
７ ２５％；非车险保费收入１０５０ ２５ 万元，增幅
１４４ ９５％；农险保费收入９２ ８９ 万元，增幅
２２ ４５％，向地方上缴税收９２５ ３１万元，代收各类
车船税４４９ ８４万元。
【民生险种】 人保财险淮阴支公司积极配合政府
职能部门，推进综合治安保险工作的深入开展，扎
实推动平安建设，全省首创社会治安综合保险这
一新型民生险种，该险种保险责任主要包括家庭
财产综合保险、家庭财产盗抢险、人身意外伤害
险、电动车第三者责任险等。另外，投保人因见义
勇为导致伤亡的，还将再获得１万元资助。及时
解决广大基层群众日常生活风险，以“保本微利、
惠而不费”为原则，制定收费低廉、保障全面的保
险方案，让村民每天平均花费不到两毛钱，保障全
家安康一整年，充分展现这一民生险种的惠民政
策效应。
【综合治安保险】 人保财险淮阴支公司以服务民
生为己任，为全区２１乡镇５万多户村民办理综合
治安保险，全年理赔案件近１０００起，其中意外伤
亡１５起，共赔款１１０多万元。综合治安保险真正
做到惠民群众，彰显人保财险公司的实力。同时，
公司积极参与农业保险工作，为广大农户分担自
然灾害风险，解决其发展生产的后顾之忧。
·中华联合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淮安市淮阴支公司·
【概况】 到年末，中华联合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淮安市淮阴支公司完成车险４２３万元、非车财
险１３万元、意健险１６万元、农险９６４万元（农险

存量６２３万元），合计完成保费１４１６万元，完成目
标任务的７０ ８％。
【政策性农险】 通过与区促展委沟通，该公司在
农险存量基础上做出增量，在广度基础上拓展深
度。小麦、水稻两大主要种植业保费收入，相较上
年分别实现１０％和２０％的增长；蔬菜大棚承保会
议前期召开完毕，区促展委通过文件下达全区任
务，保费增速可达３０％；主要养殖业承保会议后，
深入乡镇摸底，保费收入有所增长。在推动保费
增量的同时，开办淡水鱼、露地葡萄、瓜蒌、小麦产
量等自营新险种，不断扩大险种范围，巩固农险
阵地。
【开辟新渠道】 在总分公司和中支公司“渠道经
营、渠道为王”的理念号召下，该公司在做好现有
渠道维护工作的同时积极开辟新渠道。纵观任务
完成情况，该公司提前完成车险的全年保费任务，
这与银邮、外呼和车商渠道的贡献密不可分，三大
渠道占据车险保费比例超过４０％。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淮安市淮阴支公司·
【概况】 ２０１６年，太平洋保险淮阴支公司完成入
账保费３８６６万元，其中车险保费２９７４万元，比上
年减少１３１万，主要原因是市交运出租公司３００
万元，政府采购公车改革１５０万元，摩托车业务调
整１００万元；非车险保费８９６万元，上年同期７５５
万元，增长１４１万；１１月，行业报表显示淮阴区市
场份额１４ ５％，比上年下降２ ３个百分点，上年同
期全险种保费３８６５万元，上升０ ０１个百分点，市
场份额排名第二。
【直销队伍调整工作】 为响应市公司的渠道化改
革号召，促进渠道业务发展，在市公司直销转型的
推动下，进行全面渠道化改革，设立综合团队及车
商团队，由两位副经理兼任团队长，强化渠道管
理，充实业务一线，车商、电网销售渠道增速达到
预期效果，渠道增员并顺签合同四人。
【突破新车业务】 ２０１６年初，因出租车、摩托车
等类亏损性业务赔付率高，对于品质不好的业务
直接剔除，并大力发展车商业务，配备车商团队长
及车商专员，加大对４Ｓ店的拜访力度，加强联动，
并与市公司理赔部联手，加大对重点４Ｓ店的送修
力度，提高售后产能，降低手续费并进一步提高在
４Ｓ店的店内份额，截至年底，在４家４Ｓ店的店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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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额基本达到３０％以内，有的单店达到５０％。
【提高续保率】 针对大型车队众多的特殊性，重
点关注团单业务的续保，做好客户回访工作，切实
为客户解决遇到的问题、难题，确保做好“颗粒归
巷”，通过持续优质便捷客户服务，赢得口碑。
【非车险条线】 抓续保，稳增长，拓展重大项目，
加强续保考核，坚持万元以上业务专人跟踪制。
２０１６年，非车险业务续保率保持较高水平，同时在
重大项目拓展上，取得捷达公司的机场联接线工
程的主承保，翔和翎的货运险保费比上年增加。

旅　 游
【概况】 ２０１６年，推进全区旅游产业发展，促进
旅游项目上规模、上水平，深入挖掘区内重点项目
中的旅游元素，积极扶植培育，推选上规模、高质
量的旅游项目进入重点项目库，新增古淮河自行
车运动公园、城市名人酒店、丁集薰衣草庄园等规
模以上、高品质项目。至年底，全区旅游项目总数
达１３个，总投资２２ ９８亿元。总投资３５亿元的雷
尼奥小镇及游乐园项目落户，投资水平和体量创
历年旅游项目之最。
【乡村旅游】 ２０１６年，重点围绕乡村旅游品质升
级开展工作，整合重点乡镇旅游资源，进行包装打
造。充分挖掘码头历史文化资源，大力发展码头
乡村旅游，推动古运河畔最美乡村建设，大力促进
民宿改造、坡岸花海、百香果园等项目建设；推进
刘老庄旅游特色乡镇打造，规划建设南营民俗文
化村，指导当年农家乡村旅游区进一步提升景观
品质，对园内旅游资源进行整合，提升景观质量，
完善基础设施，提高会务接待能力，并督促其加快
旅游产品研发，推荐刘老庄当年农家申报政府采
购项目；指导吴城冬枣采摘园进一步完善游客体
验项目、餐饮服务，继续举办２０１６年吴城冬枣采
摘节活动，不断增强品牌效应。通过开展乡村旅
游品质升级，乡村旅游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断增
强，码头乡村休闲游、刘老庄红色游、吴城生态体
验游都吸引市内外游客的关注，游客量不断增加。
【公共服务设施】 持续推进“厕所革命”，根据
《旅游厕所建设管理指南》以及新出台的旅游厕所
等级评定通用和分级标准，开展景区旅游厕所等
级评定准备工作，督促ＡＡＡＡ景区新四军刘老庄
连纪念园对园内厕所进行评分。指导刘老庄当年

农家旅游厕所建设工程，从选址设计到具体建设
全程参与，打造高标准旅游厕所，９月底该项目全
面竣工，也是淮安首家ＡＡＡ级乡村旅游区厕所。
继续做好其他项目公共服务设施的提升工作。督
促刘老庄当年农家、码头古运河畔最美乡村、新四
军刘老庄连纪念园做好公共服务设施提档升级工
作。新四军刘老庄连纪念园生态停车场竣工，缓
解核心景区门前停车不便、管理混乱的难题；刘老
庄农家生态停车场建成，进一步增加承载量；码头
古运河滑雪场、婚纱摄影基地的停车场建成，码头
镇开工建设最美乡村游客中心，并对镇域范围内
的标识牌进行提升改造。
【品牌培育】 年初，把乡村游品牌创建作为全年
工作重点，将培育１ ～ ２个乡村旅游优秀项目作为
品牌创建储备项目。通过调研摸底和业务指导，
精心培育３个旅游项目———刘老庄香园农庄、码
头台湾柿子园和古道山庄并争创省三星级乡村旅
游区。年末，３家项目单位完成申报工作，各项建
设工作进展顺利。其中香园农庄打造的生态餐
厅、停车场和旅游厕所全面竣工；台湾柿子园整体
规划设计，不断完善园区服务功能；古道山庄打造
成小清河口文化体验项目，为迎接市级验收做好
充分准备。
【资金扶持】 加大对旅游重点项目的资金支持，
做好２０１６年省旅游业发展专项引导资金申报工
作筛选推荐，有２个项目获得省旅游产业发展专
项引导资金。其中景区类１个，即新四军刘老庄
连纪念园———五古路生态停车场工程；乡村类１
个，其中淮安市刘老庄当年农家———旅游厕所、生
态停车场改扩建工程２个项目，共计争取资金６０
万元。同时，做好市级旅游发展引导资金申报工
作。香园农庄停车场项目获得市级引导资金２０
万元。为严格资金拨付手续，确保引导资金能够
发挥实际效益，持续做好项目跟踪督查，邀请区财
政局分别在项目建设中期和竣工后进行现场督查
和验收，确保项目按序时进度完工。
【创新工作】 举办“我拍淮阴最美时”———景区、
乡村旅游区摄影采风活动。５月中旬，通过调研以
及组织招投标工作，正式启动“寻找淮阴最美景”
摄影大赛。在《淮安日报》《淮海晚报》《淮阴报》
及相关网站发布摄影大赛征集启事。搭建平台开
展宣传推介，１０月１日，在吴城冬枣园举办淮阴区
文化旅游节，原有冬枣园采摘季活动进一步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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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文艺表演、游艺体验和特色农产品展示等
内容。
【新四军刘老庄连纪念园】 新四军刘老庄连纪念
园景区位于淮安市淮阴区刘老庄乡，占地４８０亩，
绿化覆盖率达７５％。园区内主要景点有：八十二
烈士墓、八十二烈士纪念馆、八十二烈士纪念碑及
碑廊、八十二棵青松林、壮志亭、红星广场、新四军
刘老庄连纪念林、张芳久烈士纪念碑、刘皮街阻击
战纪念亭、慰烈工程等纪念设施，是集凭吊、游览、
宣传、教育等功能于一体的园林式纪念园，先后获
得国家级国防教育示范基地、国家级红色旅游经
典景区、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省级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等荣誉称号。景区对外免费开放，是淮安市
及周边地区爱国主义教育和红色旅游的重要基
地，２０１５年获批国家ＡＡＡＡ级旅游景区。
【枚乘书院】 码头是枚乘的故里，枚乘作为汉赋
大家，一身正气，两谏吴王，他的代表作《七发》倡
导健康的生活方式，主题鲜明，发人深省。书院内
的园林式建筑是在枚乘故里的遗址上复建而成，
整个书院分上下两个院落。淮阴区纪委依托这一
历史文化资源，将枚乘书院打造成为全区党风廉
政教育基地。
【漂母祠】 漂母祠景区位于码头镇泰山村，２００８
年由淮阴区人民政府投资７００万元，围绕漂母墓
建设漂母祠墓景区，该景区当年建成对外开放。
景区以漂母墓为核心，主要由漂母祠、报恩亭等建
筑物组成，展示漂母与韩信的历史事迹，纪念漂母
的伟大母爱。景区建设范围东西宽１２６米，南北
长１４５米，占地面积１ ８３万平方米。漂母祠是景
区的核心建筑，为恢复昔时旧貌而建。漂母祠始
建年代无考，明初废圮。复建而成的漂母祠是一
组由大殿、两侧厢房和门厅组成的院落，建筑总面
积约６２１平方米。各建筑物之间有廊道相连，廊
道内有历代诗人题咏漂母的诗词。为发扬淮阴母
爱精神，展示码头深厚的文化底蕴，漂母祠景区自
２００８年建成以来一直免费对公众开放，年接待量
７０００多人次。
【韩信故里景区】 韩信故里景区由中国创达集团
投资建设，计划投资５亿元，围绕“汉文化、水文
化、宗教及美食文化”四大特色，发掘楚汉文化、寺
庙文化、运河文化、名人文化、美食文化、生态文
化，充分挖掘和利用码头地理、自然与历史文化的
特色和优势，打造休闲、度假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

型旅游度假景区。景区主要以韩信传奇的一生为
故事主线，通过静止的景观小品、建筑和动态的舞
台表演、戏剧演出等，为游客创造视觉、听觉、触
觉、感知等全方位的体验，呈现一个看得到、摸得
着、有景有形的“活”韩信。主要包括韩信文化体
验展示区、宗教文化区、休闲度假区、民俗休闲区。
自２０１２年起，中国创达集团加大对核心景区的保
护与开发，重点建设原韩侯故里公园，主要是对原
韩侯故里公园进行保护性开发，在保持淮阴侯庙、
韩侯钓台、胯下桥等重要建筑风格不变的前提下，
打通水系、改造园区道路等，并新增韩信兵营、点
将台等建筑，增加众多体验性及表演性项目，将一
代兵仙杰出的军事才能充分展现出来。同时丰富
园内旅游项目，完善其现有建筑景观的功能性，完
善旅游基础配套设施，提升整个韩信故里景区的
品质，加大宣传力度，提高景区知名度和美誉度。
【刘老庄“当年农家”】 刘老庄“当年农家”位于
淮阴区刘老庄乡红色大道北侧，毗邻国家ＡＡＡＡ
级景区新四军刘老庄连纪念园，园区占地３００亩，
以红色文化、乡村自然风貌、人文遗迹、民俗风情、
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农村环境等为资源特色，以
原有的刘老庄红色影视城为基础进行包装打造，
建有“当年农家”主题庭院、迷宫、战壕、儿童乐园、
种植养殖园、有机蔬果采摘园、钓鱼台、摸鱼池、当
年农家书画院、老街、拓展训练基地等景点，园内
花木密布，品种繁多，环境清幽，是集观光体验、餐
饮住宿、休闲娱乐于一体的乡村旅游业态，能够为
游客提供全方位的服务，２０１６年初被评为江苏省
四星级乡村旅游区。
【淮安市古清口休闲旅游生态园】 古清口休闲旅
游生态园位于淮安市主城区西杨庄附近（淮阴区
袁集乡桂塘村），为古泗水入淮口（又名大清口），
是著名的交通咽喉，水网密集，自然生态条件得天
独厚，由江苏明珠园林建设有限公司（原淮安东方
园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投资兴建，２００９年９月正
式对外开放，园区紧邻Ｇ２５国道，处宁连、徐淮盐
高速公路“淮安西”入口处南侧，距市中心仅１０公
里，交通便利。整个园区占地３００亩，其中水面
１８０亩，陆地１２０亩，生态园以“生态休闲观光、垂
钓餐饮住宿、乡野生活体验”为特色，园内绿树成
荫，草木葱茏，鸟语花香，鱼肥水美，瓜果飘香，花
团锦簇，景色优美，环境优雅，基础设施齐备，二期
园区（北园区、东园区）占地共１３０亩；二期园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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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重点发展农业生态旅游项目，构建“都市农业＋
乡村旅游”模式。打造旅游、休闲、观光、科普为一
体的综合性产业文化；建设成为淮安地区一个集
观光农业、休闲农业、健康农业一体化的优质特色
乡村农业旅游基地。
【吴城冬枣园】 吴城冬枣采摘园作为淮安市淮阴
区黄河故道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纳入淮安市２０１４
年“一县一题”专项扶持计划。项目计划总投资
４０１ ９９万元，通过几年奋斗，吴城冬枣园拥有千亩
枣园，冬枣全部采用全新的设施化栽培，在无公害
冬枣栽培的基础上创造绿色低碳、生态高效冬枣
基地，打造一片纯天然旅游基地，２０１３年开放营
业，并于同年被江苏省旅游局评为“三星级”乡村
旅游点。为给游客提供更加便捷地服务，吴城冬
枣采摘园不断提升硬件设施建设，建成集精品冬
枣采摘、冬枣苗木领养、冬枣盆景欣赏、冬枣文化
传承、冬枣科技培训与餐饮小憩为一体的精品主
题冬枣示范园。２０１６年，吴城冬枣园获省旅游业
发展专项引导资金扶持，为进一步完善示范园旅
游功能配套提供条件。吴城冬枣采摘园自２０１３
年营业后，连续４年开展冬枣采摘节，举办包括优
质冬枣采摘、冬枣免费品尝、农家捕鱼竞赛、儿童
游艺、农家乐、特色烧烤等活动。全年火热持续，
接待游客近４万人次。

邮政通信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淮阴区分公司·
【概况】 ２０１６年，淮阴邮政以“一体两翼，金融先
行”为原则，推进指标完成进程，提升综合发展能
力。全年累计实现收入８３２２ ２４万元，完成市公
司下达计划的１００ ３２％。截至年底，余额规模达
２２ ５亿元，活期占比５３ ３８％，当年净增余额２ ６
亿元，实现新保保费４ ６亿元；报刊专业实现收入
３７１ ０２万元，完成年度计划的１００ ０１％；电子商
务实现收入１５６ ２７万元，建成便民站１１６个；函件
业务实现收入２０２ １５万元，完成市公司年度计划
的１０１ ０６％。
【基础管理】 淮阴邮政坚持以人为本，提倡“辛苦
心不苦，心富才幸福”，注重员工的能力提高和身
心健康。该公司在２０１６年建立完善有效的信息
通报和沟通机制，为加强投递现场管理，建立邮政

服务日平台，开展“每日一拍”和现场“三清”，并
由４００客服中心后台检查人员通过视频监控对网
点人员的规范服务执行情况进行通报。改变以往
开张靠节日的阶段化发展模式和等客户上门的被
动化发展理念，抓客源，抓项目，抓潮流，变被动为
主动，对南陈集、刘老庄等网点进行升级改造，完
成袁集、蒋集的“三农”仓储建设，完成公司院内服
务“三农”综合楼的基础工程。获省市级荣誉表彰
１５项，连续第７次获“江苏省文明单位”称号，并
顺利通过ＩＳＯ ９００１质量管理体系再认证审核。
【经营发展】 在网点转型发展的基础上，开展管
理转型，打造更为全面的增值服务体系和四大俱
乐部建设，围绕网点重点客群开展多种形式的营
销活动，提升网点批量获客、客户维护的能力。发
行投递局借助淮安市委宣传部、市文广新局、市教
育局联合下发的《关于协助举办第二届“光明书香
节”的通知》，与区教育部门联合发文，为进校活动
打下坚实的基础。全年举办书香节３１场，实现图
书销售３１ ６８万元。包裹业务中心尝试发展两家
仓储加寄递客户，以提供仓储的便利条件换取快
递客户走件量的增长，全年共发展新客户２０户，
实现可持续发展。电子商务局通过平台、渠道双
向建设，开展送科技下乡、加盟店路演活动，全年
开展送科技下乡活动１０场，参加群众２００人，开
展推介活动２２场，现场集会员活动、酒水促销、网
上代购、车险办理、金融宣传为一体。函件集邮业
务局利用集邮协会的影响力，１月３１日在淮阴区
北郊宾馆召开集邮藏品品鉴会活动，提高集邮活
动影响力，全年举办巡展２２场，参加人数５００余
人，销售产品１０万元。
【优质服务】 在２０１６年度行风暨软环境建设
中，被区委、区政府表彰为“２０１６年度群众满意
公共服务单位”。创新培训方式，发挥“４００客服
中心”后台监控检查的平台作用。每天将检查结
果进行汇总通报，对在检查中存在服务不规范的
柜员集中到“４００”进行个性化培训，提高柜员的
服务意识。
【文明创建】 ５月，该公司被区委、区政府表彰为
“２０１５年度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先进单位”，１
人被表彰为“创建工作先进个人”。９月，该公司
连续第７次获得“江苏省文明单位”称号。开展志
愿服务活动１０次，参与人数超过５０人次，在“志
愿江苏”平台员工志愿者注册人数达１００％。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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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锋邮路”志愿服务队，所有投递员均为志愿服
务队成员，引导和组织广大投递员帮助邮路上孤
寡老人、留守儿童和残疾人。全年收到群众锦旗４
面、表扬信４封，有９人成功拦截电信诈骗，避免
群众损失１０万元，并被区公安部门表彰。持续关
爱留守儿童，连续４年开展给留守儿童一封信活
动，为留守儿童免费寄递亲情信件２万封，赠送学
习文具５０００套；组织开展“主题邮局”“小小报童”
等活动，为近５００名学生提供社会实践场所。开
展向先进典型学习活动，组织员工集中学习“大湖
鸿雁”唐真亚和“中国好人”刘老庄投递员张金明
的先进事迹，树立文明榜样，传递正能量。开展
“文明交通”“文明餐桌”“无偿献血”等宣传学习
教育，传播文明风尚，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理念。
开展精神文明结对共建，帮助共建结对村（渔沟镇
鹏里村、老张集乡郑湾村）出谋划策，壮大集体经
济，提升文明水平。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淮安淮阴区分公司·

【概况】 ２０１６年，该公司以“创新机制、精耕细
作、规模发展”为核心，围绕４Ｇ发展，增量加强
４Ｇ终端销售，存量开展３Ｇ升４Ｇ活动，４Ｇ用户
占比到达５９ ２％，比上年提升３１ ９％。增量市
场组织卡槽争夺战，抓住核心商圈、卖场店的异
网客户接触点，以全网通终端拉动重点产品发
展，天翼新增份额保持在２５％以上。宽带主打差
异化营销，在政策上坚持融单快并举、融合优先，
开展光改、精扫、宽带提速、宽带回家等活动，直
面友商的低价竞争；重点抓到期续约率，开展未
到期欠停融合用户的“五日派单”，宽带月均离网
率控制在１％。发挥电信电视的品牌与差异化优
势，通过分享计划、Ｃ ＋ Ｖ、视讯宽带等政策，扩大
市场占有率，增强品牌影响力；ｉＴＶ占宽带用户
比６２ ３％。
【布局优化】 对全区的主厅、部门精品店形象进
行提升。门头出新并纳入品牌元素，引导客户进
店。优化门店合作商，一季度对各支局合作厅门
店老板完成换包，并在年度中进行微调。优化、充
实门店经理队伍，规范门店经理日常工作要求，增
强对主控门店点检考核。在合作商优化过程中，
对门店营业员配置、着装与规范进行约定，并定期
对营业人员进行业务培训。重点抓住节假日与营

销旺季，实体渠道、专营渠道、开放渠道、厂商渠道
达标门店管控工作有所提升。在业务稽核中心设
置甩单受理中心，接应各门店的业务受理需求，简
化一线人员的受理工作。四季度重点做好他网门
店牵手工作，２０１６年乡镇牵手门店１９家，城区核
心商圈牵手２家，有牵手门店的乡镇，网间新增份
额提升明显。２０１６年，实体渠道门店到达１６０家，
其中达标门店１４８家，达标率９１ ９％。县核心商
圈达标门店８家；乡镇核心商圈达标５６家。
【拓展政企市场】 各支局梳理出团单目标共计
２４个，天翼目标３０５５个，办理３０２０个。包括驻军
某部天翼团购８２７个，邮政局团单１３２个，宗教局
团单７２个。商客支局签约并转化３６个项目，涉
及专线１２条，天翼１５９５部，ＥＴＶ７２６个。中小学
市场破冰签约学校１９所，其中新签约２所，升级
云平台１１所，翼校通账号净增８８７４户，新增天翼
１１２６户，拉动教师团购约１５０户，宽带约９０户。
高校秋促营销活动累计完成２９１０户，指标完成率
１００ ３％，完成市公司下达的天翼新增指标。新兴
业务方面，共完成ＩＣＴ业务收入２９３万元，完成整
体项目签约８０４万，完成率１５５％。完成区气象
局、教育局等重大项目的签约工作；累计完成标准
云产品５８个，完成９６ ３３％，完成云业务收入７０
万元，大数据累计完成１１ １万元，均完成全年收
入目标。
【光网与４Ｇ建设】 基本完成光网与４Ｇ全覆盖
建设工作。光网累计投资１５１０万元，新增覆盖
７ ９万户，新增末级分光器端口４ ８万个，末级分
光器端口达２０ ６万个；净增Ｈ宽带用户３ ３万
户，Ｈ宽带占比由年初７０ ８５％提升到９７ ７９％。
４Ｇ建设方面，计划开通站点２１２个，实际已开通
２１８个；优化站点３７个，开通２６个，基本实现城
区、集镇、集中居住区、高等级公路４Ｇ信号覆盖。
强化运维支撑基础工作。每月至少完成４个光交
整治工作，现场与系统一致率均达到１００％，全年
完成路边光交整治６０个，城区路边光交整治已经
基本完成。资源准确性方面，新增光路杜绝体外
循环，全部按单施工，每张工单全程拍照，从设备
到ＯＤＦ，再到光交、一级点全部严格遵照要求施
工，不合格的施工点予以派单整治。统一网元对
异常光路集中整治，其中派单整治１２０条，自行梳
理整治１３２条，确保光路指向准确，业务开通不受
阻。全力做好装维支撑工作，节假日正常值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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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节假日、随装随销大发展等特殊时期值班到
晚９点。全年处理一线通障碍８００多条，资源流
程卡单的工单１ １万张、话务接入２ １万次，为业
务发展提供较好保障。
【优化管理】 人力资源方面，为更好的促进公司
发展，促进人才队伍的培养，组织开展支局长的公
开选拔，将公司内积极投身公司一线工作、致力于
公司经营发展的年轻同志充实到支局一线岗位。
在上级公司安排下，在公司范围内开展民主推荐
活动及公开选拔中层管理人员。优化创新各类经
营责任制，公司根据２０１６年的经营形势，优化出
台支局经营责任制、行商客责任制、新兴业务激
励、以店包片制度等一系列创新经营管理制度，为
企业的规模发展以及收入保障建立管理制度。加
强财务风险防范工作。进一步防范金融风险，保
障公司资安全，年初公司下发《关于加强对门店翼
支付充值限额管理的通知》，规范翼支付充值额
度，确保扎账规范，营业资金零风险。持续做好
“小金库”管控工作，于４月、６月开展两次各部门
“小仓库”盘点及自查自纠工作，建立健全长效治
理机制。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

淮阴区分公司·
【概况】 ２０１６年，淮阴区移动公司围绕４Ｇ发展、
流量经营、家庭提价、信息化深耕等工作的有效开
展，实现收入稳步增长；深入开展品质宽带、ＬＴＥ
四期建设、城市攻坚战、驻地网建设等工作，实现
网络能力的持续提升。全年较好地完成市公司下
达的各项任务，实现持续、均衡、高效发展。
【专项营销】 市场部、集团部联合深入开展行业
营销活动，组织营销小组进行点对点营销；响应江
苏省“善行江苏”行动，借力江苏省“扶贫惠民”服
务工程，不断提升公司对渠道终端销售的操盘能
力，以提升渠道销售能力为核心，以精确营销为手
段，以炒店、路演等营销形式为触点深化４Ｇ口碑
式营销，促销量，提质态。
【集团市场业务】 加强家庭宽带、互联网电视等
家庭业务在集团市场的宣传推广力度，提升集团
业务厚度。除现场活动、电话营销、短信营销等方
式外，还结合集团统付、工作手机项目统一洽谈，
实现集团用户批量覆盖。传统集团产品持续增
长，重点拓展校信通、集团彩铃、通讯助手等业务，

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
【攻坚克难建网络】 在建设过程中，进一步加强
与业主的沟通和关系协调，排除施工干扰；坚持推
进４Ｇ连续覆盖，下半年基站建设中的城市攻坚战
在全市率先全部开通，科学规划，提前做好网络预
覆盖，满足基站、集团、驻地网建设需求，主动与规
划建设部门沟通，提前做好管线预覆盖。
【提升客户满意度】 加强投诉管理，建立起客户
投诉快速响应机制。明确“首问负责制”，优化投
诉处理流程，加强后台管理人员对前台投诉处理
的支撑，建立管理层直接介入处理的应急响应机
制，缩短投诉处理时限。严格控制集团客户短信
群发及不知情定制业务开通，重要和重复投诉直
接汇报协请公司专业部门或公司有关领导介入，
管理人员及时支撑，提供解决方案。完善客户跟
进服务制度，提高服务水平，提升投诉处理满
意度。
【企业文化】 持续开展节日慰问、帮困送暖工作。
为公司全体员工送去生日礼物；坚持新春期间、高
温期间、严寒期间慰问坚守岗位的员工；组织女员
工妇检、全体员工体检，关爱员工身体健康；工会
牵头组织员劳动竞赛，为公司发展出谋划策；开展
荣誉创建工作，全年获得“重合同、守信用单位”，
银川路营业厅获得工人先锋号、江苏省质量信得
过班组等荣誉；组织志愿者参加政府组织的文明
交通行、志愿服务进社区、无偿献血等活动，还自
发组织捐款捐物，对困难户、贫困家庭等进行慰
问，践行公司社会责任。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

淮阴分公司·
【概况】 ２０１６年，中国联通淮阴区分公司完成４Ｇ
精品网络建设，以４Ｇ业务引领，让更多用户享受
到联通更好更快的４Ｇ网络，４Ｇ用户数实现快速
增长。同时，淮阴联通还加快宽带网络建设与提
速，落实“宽带中国”战略，百兆宽带进入寻常百姓
家。淮阴联通被市公司评为２０１６年度先进集体。
【网络建设】 打造４Ｇ精品网络，新增４Ｇ基站，
在上年的基础上翻３番，并对全区移动网络进行
优化，联通网络实现质的飞跃，语音城乡全覆盖，
４Ｇ手机上网连续覆盖。联通４Ｇ网络的速度更
快、网络更稳定、全球漫游更广、资费更优惠的优
势得到充分显现，用户认知度快速提升，４Ｇ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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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增长；淮阴联通还对网上老用户免费更换４Ｇ
卡，让新老用户都能体验到联通４Ｇ网络带来的精
彩生活。
【百兆宽带进家庭】 响应国家的“宽带中国”战
略，让通信更好地为地方经济发展与百姓生活服
务。淮阴联通实施宽带提速，全年完成所有老旧
小区的宽带改造，将以前的铜缆全部改造成光纤，
宽带网络实现质的提升，淮阴联通在家庭宽带上
执行提速不提价的政策，同样的价格让用户享受
更快的网络，实现百兆冲浪。淮阴联通还推出“智
慧沃家”，让用户享受更大的优惠，用户全家手机
消费只要达到８６元（内含１０００分通话，１Ｇ流量，
全家共享），可免费使用联通５０Ｍ家庭宽带与互联
网电视，让用户真正享受到质优价廉的通信服务。
加大乡镇宽带网络建设，在乡镇的宽带光改后，又
加快乡镇宽带的建设进度，让联通质优价廉的质
宽带网络惠及城乡。
【渠道建设与形象提升】 加强渠道建设，实现每
个乡镇“１ ＋ ２ ＋ Ｎ”的营业网点模式，即每个乡镇
建成１个手机卖场型的标准营业厅＋ ２个普通合
作厅＋ Ｎ个服务代理点，全年新增营业厅１８个、
代理点３６个。同时对原有老的营业网点进行形
象改造，重点是进行营业厅出新与亮化，配齐服务
设施，并对老旧柜台进行更换，淘汰落后设施，统
一规范成新的４Ｇ标准厅形象，门头与背景全部实
行铝塑板或更好的材料制作，全年完成２３个老店
改造，淮阴联通营业网点形象得到较大提升。

现代物流
　 　 海尔淮安日日顺物流项目，计划投资５亿元，
面积１０万平米，占地３１５亩（含预留用地１５１
亩），是海尔集团与阿里巴巴战略合作后第一批示
范性项目，项目定位于互联网时代，打造服务于中
心城市智慧家庭的四网服务云平台，打造商城互
联网线上与线下实体商务相结合的商业模式，是
海尔集团四网合一的Ｏ２Ｏ模式基地，１、２号库已
通过集团内部验收，并投入试运营。

供　 销
【概况】 ２０１６年，淮阴区供销总社按照市供销社
和区委区政府的安排部署，深化供销合作社改革，

按照“改造自我，服务农民”的总要求，推进服务组
织、服务领域、经营创新，加快构建农业社会化服
务体系，推动供销合作社由流通服务向农业社会
化服务全过程延伸。全年改造新型基层社２１个，
规范各类专业合作社１２４个、县乡村农资配送中
心６５０个，建设乡镇“三农”服务中心４个、村级综
合服务站１９４个，初步构建基层组织服务、农村流
通服务、现代综合服务网络，形成全区供销社新型
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框架。
【深化改革】 学习《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供
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决定》和省委、省政府《关于
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意见》，收听收看电视
电话会议，组织召开区社机关人员会议和基层社
主任会议，学习领会文件内涵和会议精神。开展
调查研究，深入到基层供销社、为农服务社、专业
合作社调研，了解社情民意，掌握基层对综合改革
的思想动态和意见建议。
【创新发展】 以“１２３４５”的总体思路，推进供销
社综合改革。“１”即坚持为农服务这一宗旨，供销
社要坚持为农、姓农、务农不动摇；“２”即抓住密切
与农民利益联结，增强为农服务能力两个关键；
“３”即进一步推进基层社、联合社、社有企业的三
项改革；“４”即完善组织体系、流通体系、服务体
系、监管体系４个体系；“５”即在拓展为农服务方
式和手段、农产品流通服务、城乡社区综合服务、
领办创办农民专业合作社、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上
取得新突破。
【项目建设】 由区供销总社引入的淮安市“每鲜
加”电子商务发展有限公司，在棉花庄镇投资兴建
３０００平方米体验馆，在乡村建成５６个电子商务双
代店、６个“三农”综合服务中心。与淮安市润洁
·优品惠电子商务发展有限公司联合打造的全区
第二家大型农村电商平台（优品惠农村电商体验
馆）在徐溜、五里正式运行；区供销总社与淮安市
润洁优品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签订项目协议，
投资２亿元。徐溜供销社２３６５平方米、五里供销
社２７５０平方米、五里十字街３２００平方米、刘老庄
农贸城６０００平方米等项目在建。淮安市沃土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金２０００万元，主要从事稻
麦原种繁育、有机稻米、绿色无公害蔬菜生产、深
加工及销售，拟在夏家湖原种场建设高效农业种
植加工项目，项目占地１０００亩，总投资额５０００万
元。协旺烘焙服务中心投资的农业项目“淮阴区

０７ 　 淮阴年鉴（２０１７）



协旺食品销售中心”，项目投资３０００万元，已竣工
开业。
【全程服务】 ①服务现代农业。依托淮安市淮供
欣隆现代农业全程服务公司，整合区内农技、植
保、农机、农资、资金互助、土地耕作等专业合作
社，为全区种田大户、家庭农场提供产前、产中、产
后、资金等菜单式订制服务。加强与农业、气象部
门合作，组织农业技术人员下田头，分类指导，服
务百亩以上稻麦规模达到３０％。②实施“基层社
振兴工程”。通过自主筹资、职工集资、招商引资
等多种形式，加快盘活基层社低效闲置资产，恢复
基层社的经营与服务功能，全区２１个基层社完成
新型基层社建设任务，涌现出徐溜、赵集、棉花、五
里、杨庄、丁集等一批服务功能完善、辐射带动能
力强、民主管理水平高的新型基层社。③发展各
类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或吸引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农民经纪人等共同兴办各种类型的专业合作
社，带动农民专业合作社围绕当地优势产业开展
系列化服务。④提供综合服务。以基层社、街镇
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为基础，建立健全服务体系，提
高服务能力，形成服务“三农”的强大合力。各基
层社与当地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协作，发挥合作经
济组织职能，引导各类涉农专业合作社的合作与
联合，建立相应的联合社或专业协会，强化规模化
服务基础，增强市场竞争力。发展村级综合服务
社，开展农村社区综合服务，是供销社在新形势下
经营网络和服务功能的延伸和发展。区供销社按
照“两超”、“一院”、“三站”、规范标识、规范内部
管理、改善形象等提档升级标准，推进综合服务社
创建提升。完善农资超市、日用品超市和庄稼医
院服务功能，拓展服务领域，设置电商服务站、物
流服务站、农产品购销服务站、金融服务站等项
目，综合服务社以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网络化
为重点，突出社区性、综合性、便民性和服务性，着
力对农民传播先进文化、科技、经济、市场信息；搞
好生产、生活资料供应，抓好农副产品加工转化、
收购销售。新建的６个村级综合服务社成为区供
销社发展现代流通方式的终端载体。
【实事实办】 主动作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兑现
养老金１０００万元。挂钩帮扶实效明显，多次深入
三树镇四门闸村帮扶慰问，全年帮扶资金５万元。
全国扶贫日期间到吴城镇三园村开展扶贫壮村工
作，结合村农民专业合作社情况，成立党员为农服

务社，以村党员为主体，以服务社为载体，统一组
织村农民生产资料的供应，建５００平米的农资仓
库及场地，无偿支持复合肥５０吨，确保村民农资
产品的质量和及时供应。
【淮安市兴农农资有限公司】 该公司年末有员工
１２０人，标准式仓库１ ４万平方米，露天墩基１５００
平方米，运输专业合作社１个。在区内外设连锁
经营网点５８０个，覆盖全区及周边市县，辐射３２
个乡镇、３４９个村。全年共经营各种化肥１８万吨，
实现销售收入２亿元。公司以关注“三农”、服务
“三农”为经营理念，以诚信永恒、共创效益为企业
精神，本着农民是衣食父母、信誉是企业根本，奉
行以质量生存、以服务争市场，靠信誉求发展、靠
管理出效益的经营方针，自我加压，不断创新。上
靠大企业，下结连锁店，服务万户千村。与上海、
安徽、山东等地大型生产企业建立长期稳固的业
务关系，常年经销上海星花、江苏恒盛、张家港金
字牌等国家级免检产品。在经营策略上，公司建
立三大体系（可靠放心的质量保证体系、稳当可信
的货源保证体系、灵活配套的服务体系），推动连
锁经营。每年投入资金１２万元为农民购买农业
保险，凡因使用该公司肥料导致粮食减产的，由保
险公司赔付。并采取以物易物、售后返利等惠民
措施，年平均兑换农副产品３００吨，返利５万元。
在经营管理上，实施“六统一”（统一标识、统一采
购配送、统一质量、统一价格、统一服务标准、统一
监督管理），抓好规范运作。公司先后获“江苏省
模范专业合作社”“市再就业示范基地”“省放心
消费创建先进单位”“市十佳‘新网工程’龙头企
业”“农资质量价格管理创优质优胜单位”等称号。
【淮阴区烟花爆竹专营有限公司】 该公司是
２０００年由区供销总社组织成立的股份制专营公
司，是全区从事烟花爆竹批发销售的专营公司，担
负着全区烟花爆竹批发供应任务。该公司积极参
与“新网工程”建设，用现代连锁经营方式改造传
统经营网络，走出一条发展壮大之路，实现跨越式
发展。公司现有Ｃ级标准化仓库二幢，各式市场
监管及运输车辆４辆，在全区建立连锁网点近３００
个。该公司树立“安全责任重于泰山”的意识，坚
持把“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贯彻全部工
作的始终，建立健全由上而下安全责任网络，实行
安全责任全覆盖，做到安全无事故。向零售户和
广大居民宣传烟花爆竹生产经营的有关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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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如何识别假冒伪劣产品，指导人民群众正确购
买、燃放烟花爆竹，同时配合安监、公安部门整治
辖内烟花爆竹市场。
【江苏物联三淮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该公司成立
于２０１２年９月１１日，注册资金为１０００万元，其中
淮海再生资源６５０万元，供销社３５０万元。近年
间企业大力优化经营结构，提升经营效益，资产与
经营实力呈现快速增长势头。年末有职工３６人，
拥有２０个再生资源经营点。主要经营废旧物资
收购、分拣、销售。公司拥有一支专业而高效的
管理团队，具备先进的管理经营理念。同时，利
用引进现代连锁经营机制，与全市物回相关企业
建立紧密而灵活高效的合作关系，采用科学规范
的管理模式，在全区所有经营网点按照“七统一、
一规范”的标准化要求开展新建或改造经营网
点，建立再生资源分拣处理中心，以此规范整合
再生资源回收加工及利用市场，建立现代再生资
源回收网络体系，打造集回收———加工———利用
为一体的循环经济产业链。
【淮安每鲜加电子商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该公
司注册资金２０００万元，协议投资１亿元，于２０１６
年４月１８日进驻淮安大市场的电商大厦１１楼办
公，并在棉花庄镇与棉花供销社共同投资建设
３０００平方米体验馆，于２０１６年１月１８日正式开
馆。该公司有工厂、冷冻仓库和分装车间和运输
车队，是一个“互联网＋”的三产服务企业，在淮高
片建成１０个电子商务双代店、４个“三农”服务中
心。坚持为农、务农、兴农发展方向，同时乘着“互
联网＋”的东风，瞄准农民新需求，构建服务新平
台，立足淮安、面向全国打造一个以电商人才培
养、创业孵化、产品研发、净菜加工、检测检疫、平
台运营、仓储分拨、展示交易、互动体验、物流配
送、涉农服务等为一体的农村、农产品电商产业生
态链，进而打造淮安自己的农村、农产品电商品
牌，从而促进全市农产品适度规模的标准化、组织
化生产，促进信息化、现代化流通以及市场化、人
性化服务，引领淮安农村、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
构建农民得利、市民得惠、企业得益、农业发展的
共赢格局。
【江苏采优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该公司将市润洁
贸易有限公司的经营商品搬到网上平台，使广大
群众在网上就能买到各种体验馆所经营的商品。
至年底，２４００平方米的徐溜体验馆、１０００平方米

的北京如意体验馆、３２００平方米的五里馆、８００平
方米的向阳小区电商体验馆均竣工开业，刘老庄
农贸城６０００平方米总部在建，为群众提供便捷的
服务场所，为地方提供１１０个就业岗位，提高社会
效益和企业的经济效益。

粮食购销
【概况】 ２０１６ 年，淮阴区实现粮食购销总量
５４４０３吨，在库粮９５７１１吨，市区储备及商品稻谷
８３３７吨，均安全有效。实现区政府担保基金２１００
万元，收购共同担保基金到位率１００％。完成刘老
庄粮管所等地块国有购销企业土地性质转换。
【保供体系构建】 全年累计开展粮油保管、粮油
检验人员以及“一卡通”等培训２６０人次，合格率
９５％以上。粮食出入库检查覆盖率和原粮及成品
粮质量抽查合格率达１００％。培育“市级示范粮食
合作社”，获批四星级１家、三星级３家。新增市、
区级“放心粮油店”４个。军供保障有力。
【粮库建设】 打造“中心库＋骨干库＋收纳库”
的粮食仓储新格局，完成年初扩容５ ４５万吨的建
设任务。三树０ ８万吨、渔沟１ ２万吨粮库，投入
使用；刘老庄３ ４５万吨粮库新建工程主体完工，
配套设施基本到位。渔沟、刘老庄粮库被省、市列
为粮库智能化升级建设试点单位，获省补资金
１２８２万元。
【粮食安全】 落实粮食安全责任制，开展粮食储
备管理、库存检查等专项活动。全年组织安全粮
食生产检查１２次，２６个库点全覆盖。各库点账
务管理较好，“一符四无”达标率１００％，地方储
备粮宜存率１００％，无一例经济损失事故。市场
监管有力，粮食流通秩序稳定，区域内粮食安全
有效。

烟草专卖
【概况】 ２０１６年，淮阴区烟草专卖工作以“践行
行业楷模战略推进年”活动为抓手，聚焦七个关键
词，确立全年各项工作保持全市系统领先地位、力
争苏北有亮点的工作思路，通过创新创优，不断提
高工作质量和效率，推进楷模战略体系落实落地。
单位获得江苏省文明单位、档案管理三星级、书香
企业建设示范点、江苏省优秀ＱＣ小组成果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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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省局ＱＣ成果发布三等奖，淮安市“行政执法规
范化示范点”“安康杯竞赛组织工作优秀单位”
“五一巾帼标兵岗”“六五普法先进集体”，淮阴区
“目标考核先进单位”和“法治建设先进单位”等
称号。

淮阴卷烟厂厂长关军到淮阴调研

【卷烟营销】 以“消费者在哪里，我们就到哪里”
营销活动为抓手，完善工商协同，共同培育品牌机
制，全年布点推介新品２４个。加强客户经营指
导，引导消费需求，运用“户外助手”ＡＰＰ对客户经
理拜访服务进行过程控制，营销服务更加科学精
准。全年实现销量２ ３１万箱，税利１ ６９亿元，比
上年增长９ ５％，均排名全市第二；单箱结构２ ８１
万元，比上年增长９ １％，增幅全市第一。重点骨
干品牌销售１ ８２万箱，占总销量７９％。省外烟销
售１ ２１万箱，占总销量５２ ３％，排名全市前列；省
内烟销售１ １万箱，占总销量４７ ７％；五类卷烟销
售１７１４ ４箱，占总销量７ ４４％。１６个省外工业企
业户销量得分排名均第二，所有布点品牌全部超
额完成；网上订货率达９７ ９％；电子结算率与电子
结算成功率均保持在１００％；贷记卡及跨行结算覆
盖率达５８ ４％；配送线路由７条整合为６条；百公
里油耗全市排名第一，全年卷烟调优竞赛及物流
创优评比活动均列全市第一。
【专卖管理】 区烟草专卖局查获卷烟３９３９２条，
立案１３１起，其中本地案件１１９起，罚没款２２ １万
元。拘留１７人，逮捕１１人，判刑２９人，获省局嘉
奖令６ ５个、市局嘉奖令３个。办结国标案件２
起、市标案件６起。“５·０４”互联网涉烟案件被国
家烟草局、公安部列为挂牌督办案件。专卖管理
工作连续６年获全市第一。同时，联合公安、市管
等部门查处违规经营、无证经营。开展抓烟机专

项整治行动，抓获放置抓烟机当事人５名，查扣抓
烟机４０台，查扣违法卷烟１５３７包。辖区无证经
营率控制在３％以内。发挥内部监管保障、纽带作
用，定期牵头召开管销联席会议，互通有无，提前
预防。全年“三员”信息互动反馈９４条，对专卖部
门下达工作建议书４份，对营销部门下达工作建
议书５份，有效发挥内管三个影响的作用，全年无
内部人员违法违规行为，并在全市系统内管工作
会议上作经验交流。
【目标管理】 强化目标引领，建立自上而下的目
标管理体系，将发展目标细化落实到岗位和个人，
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局面。推行
“清单式工作法”，定期对目标实施情况进行跟踪、
了解，掌握执行情况，实行每月工作通报制度和办
结销号制度，确保各项目标任务顺利推进。强化
基础管理，认真梳理、分析各类经济指标，推进对
标管理，对标指标２项排名全市第一，其他６项指
标保持全市前列。推行“安全目录管理”，落实一
岗双责，邀请区安监局、消防大队专家开展安全讲
座，利用微信、短信、ＱＱ办公群、视频等工具宣传
安全知识，增强预警能力和应急处置能力。按照
省局国有资产管理规定，进一步规范资产管理，对
３处闲置、低质房产进行置换，对１处闲置资产进
行公开招租，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强化创新
创优，扎实开展新一轮基层创优工作，制订两创方
案，打造“互联网＋两创”平台，重点强化创优工作
的组织领导，明确责任目标和工作计划，提升创优
质量，创优工作在全省创优现场会作书面交流。
同时，紧扣市局创新课题，认真谋划，稳步实施，互
联网涉烟案件侦破机制创新课题初具成效。立足
岗位，３项发明获得国家专利。开展ＱＣ小组活
动，《提高农村零售客户明码实价率》课题，获江苏
烟草商业系统ＱＣ小组成果三等奖。《提高农村零
售客户卷烟出样率》获２０１６年度江苏省优秀ＱＣ
小组成果一等奖。
【队伍建设】 ①打造“三型”（学习型、服务型、责
任型）企业。突出学习型企业建设，把学习培训作
为提升全员素质的“加速器”“敲门砖”，组织“书
香淮阴”读书活动，让员工学有所得。突出服务型
企业建设，开展“战略体系在基层”服务明星评比
活动，为客户解难题、办实事，向零售客户、消费者
提供快捷便利的服务，提升零售客户和消费者的
满意度。突出责任型企业建设，以省级文明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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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为抓手，支持地方经济建设和公益事业，及时
与未成年人指导中心开展共建，捐资３万元；３０余
人参与志愿献血活动，共计献血８０００多毫升；“社
会妈妈”志愿者与刘老庄小学开展帮扶活动，帮扶
金额近３万元。②强化素质提升，实施“四层次六
鼓励”教育培训计划，邀请专家开展感恩、责任、敬
业和职场心理调适专题讲座。积极参加学术论文
研讨活动，上报论文２０余篇，其中２篇论文获得
省局奖项、２篇论文获得市局一等奖、２篇获得市
二等奖。开展主题活动，撰写心得体会，开展主题
演讲活动，进一步强化使命担当，凝心聚力，推进
楷模战略发展体系落地落实。

食盐专营
【概况】 ２０１６年，盐务管理专营工作围绕“全省
食品安全城市创建”及“以食盐安全为中心，强化
队伍建设，提高监管水平，坚持依法行政，全面推
动食盐安全管理工作再上新台阶”工作目标，抓好
盐业市场的监督管理，打击各种盐业违法行为，开
展一系列专项治理和联合执法行动，保证全区人
民食盐安全，保证小包装盐总量和结构调整，保证
盐业市场秩序的稳定。全年出动执法车辆２３０台
次，参与执法人员１０３０人次，检查学校食堂８０
家，其中托幼机构食堂３０家、初等教育学校食堂
１１家、中等教育学校食堂３２家、中等职业教育学
校食堂４家，集中供餐企业４家，检查碘盐零售商
店６００个次，检查宾馆饭店及卤菜摊点１６２０个
次，食品加工企业及小作坊２６０个次，走访行业用
盐户３０个次，走访农户灶台７４０户次，检查农贸
市场１３１个次，发放各种宣传材料４ ３１万份，查
处盐业违法案件４０起，没收盐产品２ ６３吨，罚没
款３ ４８万元。围绕消除碘缺乏危害工作目标，市
盐务局对全市８个县（区）碘盐覆盖率、碘盐合格
率和合格碘盐食用率进行抽检，淮阴区连续保持
较高水平，合格率均达到百分之百。
【强化宣传】 结合自身盐业工作特点，创造性开
展宣传活动。利用日常盐政执法检查，边检查边
宣传，走到哪里宣传工作就做到哪里，通过坚持不
懈的宣传，让群众知道假盐、劣质盐的危害，从而
增强抵制假盐意识。开展“３·１５消费者权益保护
日”和“５·１５防治碘缺乏病日”及全区食品安全
宣传周活动，联合多部门广泛参与。防治碘缺乏

病活动日，盐务局在大润发超市广场联合区食安
委、市场监管局、卫计委、区疾控中心、城区各医院
等相关部门，组织大型宣传点，现场有图片展、健
康食盐宣传资料发放、真假碘盐的鉴别等。配合
盐业公司客户经理不定期向终端客户宣传相关的
盐业法律、法规，随时随地解答经营者、消费者的
困惑，针对一些经营者对盐业改革政策的误解，该
局及时对全区食盐市场进行走访，张贴市盐务局、
工商局、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安局联合下发的
《关于加强食盐市场经营管理的通告》，以稳定
盐业市场秩序。和区食安委对全区帮办及学校食堂
负责人进行食盐安全知识培训。为保证学校用盐放
心安全，根据省盐务局、教育局的要求，从６月开
始督促盐业公司将食盐直配直送到全区大中小学
校。
【市场监管】 加强对盐业市场的监管，根据省局、
市局、区委区政府《关于开展２０１６年度“元旦、春
节”保障食盐市场安全专项执法行动工作的通知》
《关于开展“五一”、“端午”两节期间保障食盐市
场安全专项执法行动的通知》《关于开展“中秋、国
庆”双节食盐安全专项行动》等一系列食品安全专
项行动精神，制定周密的行动方案，成立专项执法
行动领导小组，利用与区市场监管局、卫生、公安
等部门的联合执法优势，对重点区域和重点行业
加强监管，规范区域内制盐企业、用盐单位的自律
行为，严防行业用盐流入食用盐市场，牢固树立食
盐安全高于一切的责任意识。不断提高日常市场
巡查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针对淮阴区餐饮业
和卤菜摊点及小作坊多的特点，走街串巷利用节
假日寻找卤菜加工及其他食品加工小作坊的加工
地点，进行上门宣传、检查；同时对学校订餐的餐
饮公司进行定期检查走访。联合食品安全委员会
成员单位，开展多部门联合执法，进行较大规模的
食品安全检查，对不规范的经营业主形成震慑。
认真组织开展各类食盐市场专项执法行动。全年
在区域内先后联合工商、卫生、公安等部门开展元
旦、春节、五一、端午等节假日食盐市场专项行动，
在行业内联合泗阳、沭阳两地对双方边界市场进行
全面检查，并签订食盐安全监管机制共建合作协
议，对边界食盐市场进行定期联合检查，确保边界
食盐市场安全。主动开展服务企业，走访用户活
动。对辖区内的重点企业进行走访，加强沟通、了
解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对全区食品加工企业、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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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公共食堂、卤菜加工及其他食品加工小作坊送
达行政指导书，签订食盐安全承诺书及食盐安全共
保协议，确保行业用盐专盐专用，对区域内盐化工
生产企业上门送达《进一步规范盐产品运输的通
知》，防止非食用的盐产品跑、漏、滴、冒，影响居民
的食盐安全。

餐饮超市
【概况】 ２０１６年底，淮阴区有餐饮单位２２０２户。
全区共有商场、超市、食杂店３６４３户。
【餐饮服务】 元旦、春节期间出动执法人员１２２
人次，车辆２３台次对１３１个餐饮单位进行检查。
出动人员３１８人次，车辆７５台次，与区教育局联
合开展２０１６年春、秋两季学校食堂专项检查，共
检查７７个学校食堂、４个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发放
监督意见书１５０份。全年完成６次重大活动餐饮
服务保障工作，均做到安全无事故。透明安全餐
饮建设工作是２０１６年市委市政府和区委区政府
的民生工程，截至年底，共完成４５５户学校及机关
企事业单位食堂、社会餐馆、集体用餐配送企业透
明安全餐饮账号分配、开放和信息录入工作，完成
数量和质量均居全市前列。其中２月２３日至３月
３日在国信大酒店保障２０１６年国际智力联盟智力
精英赛的餐饮服务，有４８个国家的２１２名选手参
赛；６月６日～ ９日，参与淮州中学、鑫源宾馆、开
明中学、淮海中学、阳光中学５个就餐单位２１６６
名考生的高考就餐点餐饮服务保障工作；６月１４
日～ １７日，参与开明中学、淮海中学、东方双语等

１４个就餐单位４１７６名考生的中考餐饮服务保障
工作；７月１日～ ９日，保障省青少年拳击锦标赛
餐饮服务工作，共有来自全省１１个市的２２２名运
动员、４３名教练员、４０名裁判员以及相关工作人
员共计３８０人参加。
【商场超市】 全区有商场、超市、食杂店３６４３户。
全年积极开展校园及周边食品安全、农村酒类流
通市场、农村食品安全等多项整治，重点检查经营
户主体资格、经营条件、食品外观、从业人员资格、
食品来源、食品包装标识等事项；对校园及周边食
品店销售的“五毛食品”进行重点检查；开展春节、
清明、端午、中秋、国庆等多次食品流通领域专项
检查。紧扣食品安全工作重心，通过“抓票证促规
范、抓教育促自律、抓案件促监管”的工作手段，
采取“零售倒逼批发、流通倒逼生产、执法倒逼规
范、考核倒逼履职”的监管模式，建立食品安全网
络监管系统，促使食品经营主体全面落实食品安
全电子溯源、监管部门实施网上巡查监管。该系
统全年拥有各类市场主体２３５４户，出具壹票通
１ ２６万条。

大润发超市　 ２０１４年开业，经营面积２ ５万
平方米，年销售１ ５亿元，经营３万多种商品，是
一家会员制的国际连锁平价购物广场，为顾客提
供新鲜、便宜、舒适、便利且一次购足的优质购物
环境。

乐天玛特超市　 ２０１４年开业，经营面积２万
平方米，年销售１ ３亿元，地处淮阴区西马路核心
商业圈，形成餐饮、娱乐、休闲一体化的商业购物
中心，一次性满足居民多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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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向型经济

招引外资及港澳台资金
【概况】 ２０１６年，淮阴区有外商投资企业（指参
与商务部年报企业）１２４家，累计投资总额２６ ２亿
美元，累计协议利用外资及港澳台资金１３ ４亿美
元，累计到账外资及港澳台资金７ ５亿美元。投
资总额千万美元以上企业６４家，占全区项目数的
５１ ６％。１２４ 家外商投资企业平均投资规模
２１１２ ９万美元，平均协议利用外资及港澳台资金
１０８０ ６万美元。其中投资超亿美元企业４家（英
国信诺医疗、淮阴软件园、中交东港建设、伊弗特
精密零部件），超３０００万美元企业２０家，其中有２
个超亿美元企业和９个超３０００万美元企业为
２０１６年注册成立。一产类企业１４个，占企业总数
１１ ３％，主要为蔬菜、花卉种植业和农业相关服务
业，企业主要集中在国家农业科技园区；二产类企
业７３个，占企业总数５８ ９％，以轻纺、化工、机械、
食品等传统行业为主，一半以上企业注册在淮安
高新区；三产类企业３７个，占企业总数２９ ８％，主
要为房地产业、商贸批发零售、商务和技术服务、
咨询服务等。现存企业中，港资企业６２家，占企
业总数５０％；台资企业３７家，占企业总数２９ ８％；
港台企业合计９９家，占企业总数７９ ８％。除此之
外，美国、英国、新加坡、意大利、泰国、日本、韩国、
菲律宾、法国、印尼、几内亚比绍、巴基斯坦、委内
瑞拉等国家、地区的投资商也在淮阴区投资设厂。
【各项外资指标全市领跑】 提前半年完成全年
１ ２亿美元注册外资实际到账任务，当年外资到账
１ ６亿美元，开工项目到账外资１亿美元，分别占
市下达区任务的１３１ ５％和１３２ ８％，两项指标考
核全市第一，外资总量连续三年位居全市县区第

一。全年新批外资项目２３个，其中新批伊弗特精
密零部件、万恒科技产业园、中交建设等投资总额
超亿美元项目３个，新批德科码半导体、光大城乡
再生能源等投资总额超３０００万美元项目９个，协
议外资累计４ ６亿美元，重大项目落户数和协议
外资数全市县区第一。宝岛母爱医院获省卫计委
和省商务厅批准。
【五大平台支撑效应明显】 优化外资任务分解模
式，指标下给五大平台，全年高新区平台外资及港
澳台资金到账７３９８ ３万美元，城建交通平台外资
及港澳台资金到账５５１３ １万美元，淮安盐化新材
料淮阴园平台外资及港澳台资金到账１１０６万美
元，淮安现代商贸流通服务中心平台外资及港澳
台资金到账１００４ ２万美元，淮安国家农业科技园
平台外资及港澳台资金到账８８４ ８万美元，城建
交通平台等三个平台超额完成任务下达数，两个
平台基本完成任务数，五大平台共计到账１ ５９亿
美元，占全区到账的９８ ７％。
【经济园区外资集聚显著】 国家级高新区获国务
院批复，园区“九通一平”达到３３ ４平方公里，全
年新批外资企业１５ 家，占全市新批企业的
６５ ２％，全区当年新批超亿美元项目全部落户高
新区；园区内外资企业当年外资及港澳台资金到
账１ ４亿美元，占全区外资到账的８８ ８％，工业项
目累计到账４１２０ ８万美元。渔沟工业园获批市
级经济园区，当年新落户外资项目１个。国家农
业科技园区等待科技部验收，高标准农田达３９万
亩，当年外资到账９３６ ４万美元，其中农业类外资
项目到账２８４ ８万美元，占全区农业项目外资到
账的７２ ２％。
【外资推进机制更加完善】 坚持“外资任务主要
领导担纲、外资任务五大平台支撑、外资奖励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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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上下”，改变外资任务硬压给乡镇和部门做
法，充分激发招引外资活力和动力，在冲刺开门
红、双过半关键月份，实行“日会办”制度，区分管
领导每天下午召集相关部门和项目帮办单位对正
在推进的重点外资项目进行集中会办，将督查从
纸上落实到行动上，把压力从口头汇报传递到项
目帮办上，一着不让推进外资项目报批、到账。

对外及对港澳台贸易
【概况】 全区完成外贸进出口２ ２亿美元，比上
年下降２２ ７％，其中出口１ ６ 亿美元，增长
１１ １％；进口０ ６亿美元，下降５７ ３％。全区对外
投资和经济合作完成对外投资１３０３ ４万美元。
【强化督查考核】 对乡镇、部门及高新区给出具
体的外贸目标考核办法，具体为乡镇、部门每完成
外贸进出口１００万美元得一分，１０分封顶。高新
区按完成３ ２８亿美元任务数的比例得分，１０分封
顶。通过强化督查考核来推动全区各部门共同努
力，完成目标任务。
【强化政策落地】 进一步增强区内外贸发展后
劲，发挥进出口在推动贸易均衡发展、产业结构
升级以及助推居民消费等方面的促进作用，制定
出台《淮阴区外贸稳增长工作意见》。对企业
２０１６年进出口额超２０１５年１０％以上部分给予
一定奖励。全年培育７家外贸新增载体，其中淮
安通奥易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淮安高朗进出口
贸易有限公司产生外贸实绩，淮安永圳新贸易有
限公司和淮安市航通冠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即
将开展进出口业务。支持外贸企业通过阿里巴
巴、中国制造网、全球贸易通等具有行业资质认
证的Ｂ２Ｂ网站开展电子商务活动，对企业网站、
电子信息管理系统及网络营销活动产生的建设
开发费、服务年费，在省、市财政补助基础上再给
予一定补助。全年为外贸企业争取奖补资金
２９９ ５９万元。
【优化服务环境】 民康油脂因融资问题导致外贸
进出口数字下滑，影响淮阴区乃至全市外贸进出
口指标，区政府多次带领商务局到企业调研，区长

朱晓波主持召开区长办公会议，专题研究民康油
脂外贸问题，提出针对性意见。区商务局牵头组
织对全区在建或已竣工重点外资项目进行全面排
查，特别是外资重大项目的进出口意向（江苏伊弗
特精密零部件有限公司、淮安德科码半导体有限
公司），建立跟踪服务档案，促进外资重大项目早
开工、早进口、早投产、早出口。对当年设备、原材
料进口和产品出口的企业，给予相应奖补。为深
入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帮助企业开拓海外市场，
根据市商务局参加国内外展会要求，梳理后及时
通知相关企业参加，增加外贸企业的展会参与率。
同时，为外贸企业申报参加境内外展会，加大对企
业的财政扶持力度，减轻企业经济负担。积极推
进企业“走出去”，进一步推进设备、原材料出口和
境外资源回流。对当年实现自营进出口额的企
业、对企业参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新兴市场
国家境外展会的展位费、大型展品交通运输费进
行适当补贴。全年组织外贸企业参加广交会、华
交会、昆交会、国际通讯科技展等对外经贸促进活
动３０余次。

对外及对港澳台经济
【概况】 支持企业开展对外劳务技术合作，新设
境外投资企业３家。淮阴区外派劳务服务中心作
为政府平台，引导工人通过正规途径出国务工，全
年到中心报名咨询达５００人。
【新设境外投资】 ２０１６年，新设境外投资企业３
个，分别是：淮安德科码半导体有限公司在香港并
购投资７９７ １２万美元；淮安德科码半导体有限公
司在日本并购投资５００万美元；江苏纽泰格有限
公司在日本投资１３ ３５万美元。
【依法处理外派劳务纠纷】 收集材料，对非法外
派劳务引发的纠纷及时提请相关部门查处取缔，
全年共发工作函２０次。
【规范外派劳务服务中心运营】 完善和有权公司
的合作协议，进一步规范中心的财务票据，在中心
报名的工人全部在网上登记信息，２０１６年共录入
５１６人，完成收入１２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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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综合管理

财　 政
【概况】 ２０１６年，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４０ ５８
亿元，财政收入总量保持全市县区第一，有力支持
全区各项事业发展。按照进一步深化部门预算改
革的要求，调整和优化支出结构，压缩非生产性和
一般性支出，严控“三公”经费，加大民生支出的投
入力度，严格控制追加预算，强化部门预算支出管
理，组织收入的同时向上争取资金１７亿元，保证
在职、离退休人员工资的按时发放及各预算单位
正常运转的开支，优先保证社会保障、教育、医疗
卫生等民生支出需求。同时，做好资金监管、国有
资产管理以及财源培植等项工作。
【财政收入】 税源排查和建设　 加强与国税、地
税部门沟通，研究征管工作，实现财税部门目标明
确、信息共享、步调一致。部门联合做好细致的税
源排查，发挥涉税信息平台的作用，确保税源不流
失。同时，主动策应上级财税扶持政策，向上争取
项目和资金，支持全区企业加快发展。出台《２０１６
年全区税源培植考核办法》，鼓励税源培植，发展
总部经济，支持培育新兴税源。

向上争取　 ①争取部级村集体经济发展试
点。成功争取到财政部试点县（区）资格，是全市
唯一获部级试点的县区，争取到试点补助资金
３２００万元。②争取市级财政支持。与市局协调，
争取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土地复垦项目补助资
金１４００万元；争取到市对区的往来资金１７亿元。
③争取“ＰＰＰ”项目。“淮安养老养生产业园一期
适老社区”项目列入省级示范ＰＰＰ项目库，通过竞
争磋商确定社会资本并成立项目公司，于１１月底
开工建设。同时，完成渔沟新型城镇化建设及养

老养生产业园“阳光新城”项目的“物有所值”“财
政承受能力论证”等工作。渔沟镇新型城镇化建
设项目列入省财政厅项目库，于６月开工建设，获
得２０１６年ＰＰＰ项目前期工作中央预算内投资补
助资金３２３万元。
【财政支出】 社会保障、医疗卫生　 安排资金
６６６７２万元，支持完善全区医疗保险政策，建立多
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安排资金１５０３万元，实行大
病救助二次报销；安排资金１９４９７万元，用于农村
居民基础养老金发放；安排资金１４４９１万元，用于
发放城乡困难人员生活补助、低保补贴、“五保”供
养经费等；安排资金４６７万元，为城乡低保、“五
保”、孤儿、重残人员等特困人员缴纳养老、医疗保
险；安排资金１８７１万元，发放退役士兵安置费、义
务兵优待金等；安排资金６７０万元，补助改制、破
产企业下岗职工缴纳养老、医疗、生育等保险。

支农和环境整治　 安排资金９７７８万元，支持
农村公路提档升级改造；安排资金４９６４万元，支
持全区土地整治；安排资金３１５２万元，支持农村
饮水安全工程建设；安排资金２５６４万元，支持村
级组织建设，改善工作环境，提高村干部报酬等；
安排资金２７０２万元，支持一事一议道路建设；安
排资金２１４４万元，支持农村公共服务建设；安排
资金２０８０万元，支持２６个行政村环境综合整治
试点；安排资金１２００万元，新建农桥１２０座；安排
资金６８６万元，支持河道疏浚和村庄河塘整治；安
排资金５５０万元，支持１１个乡镇开通了镇村公共
汽车；安排资金６３０万元，支持美丽乡村建设，全
面推进新农村建设。

教育、科技、文化　 安排资金１５０００万元，专
项用于保障全区教育重点投入，其中安排资金
７０００万元，用于薄弱学校、校安工程、银川路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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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城开明中学、长征小学幼儿园等教育惠民工程
建设，提升全区教育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改善办学
条件；安排资金２５４９万元，支持全区群众文化体
育事业发展；安排资金１８０万元，创建省级食品安
全城市；安排资金１００万元，支持区博物馆建设，
支持图书馆、文化馆免费开放，丰富人民群众文化
生活。
【资金监管】 完善专项资金监管机制　 针对财政
专项资金管理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出台《淮阴区财
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和《关于进一步加强财政涉
农项目和资金管理的意见（试行）》，明确项目主管
部门、财政部门和审计部门在专项资金申报、审
批、使用中的职责，强化对专项资金在拨付、使用
和管理等过程的监管，不断提高专项资金管理
水平。

完善日常监管机制　 对各乡镇财政所岗位与
人员管理、财政收付和会计核算等资金安全管理
方面进行全面检查。发现问题，限期整改。开展
专项资金整治，先后开展社保、扶贫等关系民生的
专项资金检查。按季度组织开展财务会审，会审
人员签订承诺书，不断提高日常监督成效。采取
业务科室业务人员、单位财务人员交叉检查、集中
审查和聘请中介机构进行审查等方式，开展预决
算核查工作，为预决算公开奠定基础。对１７家行
政事业单位开展会计信息质量检查，规范财务管
理。在全区城乡低保核查工作中，通过核查，最终
确定实有低保户８６３４户１ ７６万人（城镇３２８户
６０６人，农村８３０６户１ ６９万人），进一步摸清困难
群众底数，既让家庭困难的人员纳入低保，同时把
不符合低保标准的人员剔除出去，杜绝城乡低保
工作中出现错保漏保，促进低保阳光运行。

严把财政资金支出关　 严格执行经批准的预
算，“有预算不超支，无预算不开支”，强化预算约
束。加强预算单位账户管理，强化国库集中支付
中心的监督职能。支付中心全年拒付不合理资金
３３ ６万元，充分发挥支出“漏斗”的“过滤”作用。
【国有资产管理】 完善制度　 出台《淮阴区区级
公有房屋出租管理暂行办法》，规范房屋出租审批
程序和处置程序，规定行政事业单位用于出租的
公有房屋范围和审批程序，按招租底价明确公有
房屋公开出租的招租程序，对区直行政事业单位
已经出租的房屋合同进行收集和备案，共２４个单
位，９９份合同，合同价款４０５ ９２万元。开展资产

清查基本信息网上填报工作，全区共８２个部门
２２９个行政事业单位参加该次资产清查工作，其中
行政单位６２个，事业单位１６７个，清查工作基本
覆盖全区所有行政事业单位。经过资产清查，全
区所属２２９ 个行政事业单位资产账面数为
５７０２９７ ９７万元，清查数为５５９３７５ ４１万元，负债
账面数３２８９２３ ４７万元，清查数为３２８６３１ ０１万
元。清查出的资产盘盈数为１１８０９ ６４万元，资产
损失为２３２４７ ３８万元，资金挂账为７９ ３６万元。

加强国有投资管理　 完善投资企业台账，维
护投资人权益，上门督促有关企业及时划缴投资
分红款。截至１１月，收缴国有投资分红２００万
元，确保国有投资不流失。配合做好公车改革，完
成公车改革有关数据的测算，促进全区公车改革
顺利开展；公车补助按规定范围、规定标准，按月
及时发放到位。组织开展封存车辆拍卖，卖出１９６
辆，３２９ ７６万元拍卖价款全部缴入区国库。
【财政风险点排查】 按照“预警在前、防范为先”
的原则，对廉政风险防控工作开展情况进行全面
自查整改。以科室为单位对全局的活动开展做出
部署，各科室自身排查风险点，并制订详细的防范
措施。看廉政风险查得准不准，看岗位和个人的
廉政风险点排查得是否全面、是否彻底、是否准
确，看防控措施管不管用，看制订的廉政风险防控
措施是否具体、是否可行、是否管用，并由各分管
人进行把关。重在防控制度的落实，看廉政风险
的防控制度是否健全、是否完善、是否落实，按照
四级督查、三级追责的要求，一层一级抓落实。对
发现的问题，及时制订整改措施，严格明确整改时
限，保证廉政风险防控工作落到实处。
【“小五长”整治和扶贫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排查】
采取自查自纠与抽查、排查、督查相结合的方式，
从区直委派会计中抽调专门人员分３个组，对９
个乡镇财政所进行排查；针对乡镇自查和排查出
来的问题，结合平时发现的问题，与扶贫办共同组
织人员对１１个乡镇的１５扶贫项目开展重点排
查；由局班子成员到各联系乡镇财政所进行督查。
乡镇财政所发现问题２２１个，其中整改到位１４４
个，待进一步整改７７个；扶贫资金中发现问题５２
个，整改２６个，整改中２５个。整治过程中财政收
到退缴各种款项计１９１ ７０万元，其中扶贫项目资
金检查中有２个项目无法实施，退回到区财政专
户项目资金７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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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监督管理】 ２０１６年，区财政局建立健全财
政监督长效机制，把财政监督作为财政管理的必
要环节和组成部分，实现对财政资金运行全过程
的动态监控。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及财政财务相关管理制度规定，研究出台一系列
制度及管理办法。加强预算执行管理的规定，按
照全口径预算体系编制要求，全区８１个单位依法
公开部门预算。制定出台《关于进一步明确村级
公益事业一事一议财政奖补相关部门工作职责的
通知》《淮阴区财政局〈关于对财政资金进行再监
督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关于进一步规范和改进
公务接待工作的意见》《淮阴区区直机关会议培训
经费管理办法》等制度，规范工程项目建设管理，
完善财政项目资金管理。根据区政府办公室《关
于进一步加强涉农项目和资金管理的意见（试
行）》、区纪委《关于印发〈淮阴区乡村“小五长”
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
知》要求，动员部署“小五长”整治工作，通过自
查自纠、抽查排查等共发现问题２４４个，退缴各
种款项２１２万元。按照内部监督管理的规定，制
订《淮阴区２０１６年度乡镇财政所账务会审及抽
审方案》《２０１６年淮阴区委派单位财务会审工作
方案》，对预算单位财务进行季度互查互审，发现
问题面对面反馈，限时整改，促进会计基础工作
规范化。规范行政事业单位的财务工作流程，提
高会计信息质量。按季度监控乡镇和部门“三
公”经费执行情况，对存在问题的２个乡镇和７
个区直部门进行专项检查，督促及时整改。加强
财政专项资金监管，开展中央财政支农项目、农
业开发项目、社会保障等专项资金使用情况检
查，核销城乡低保８６０户１８２６人，收回低保滞留
资金１９ ２８万元。
【财源培植】 税源征缴　 ①税源排查。配合国
税、地税部门，加大对辖区内税源排查，尤其是企
业单位的土地使用税、房产税等小税种，对辖区内
企业、个体纳税人逐户进行走访调研，及时把握新
增税源方向，建立健全税源动态预测机制。②工
程项目排查。联合住建、交通和发改等部门，对全
区所有重点工程项目进行摸底排查，明确进度，做
好项目税源台账，确保项目建设产生的税源不流
失。③加强征缴。利用全区涉税信息平台，加强
沟通协调，减少税源漏征漏管户，确保实现地方税
源“颗粒归仓”。

培植经济增长点　 做好“百名公仆进百企”活
动，深入企业，主动了解企业需求，加强政策引导，
急企业所急，解企业所难，为企业做好服务工作。
利用财政杠杆，帮助企业向上争取各类专项扶持
资金，引导企业加大技改投入，推动一批有发展潜
力的企业做大做强。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尤其是
对支柱型等重点企业招引，促进经济体量大、税收
贡献大的优质企业在淮阴落户生根，不断培植地
方经济新增长点。

财力建设　 大力发展总部经济，发动职工干
部，利用在外成功人士的人脉资源，实现区总部经
济招引工作新突破，进一步推进可用财力建设。
国税、地税和财政部门发挥自身优势，向上争取，
为地方引进丰厚财源。出台财政收入、非税收入、
税源培植考核文件，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下达科
学可行的目标任务，细化考核奖惩办法，引导目标
单位创新财力培植方法，以实现地方实际可用财
力稳步提升。

国家税务
【概况】 区国税局完成“营改增”税制改革、“金
税工程三期”上线等各项工作任务，先后获省文明
单位、省税收管理改革综合示范点，市“五一”劳动
奖状等荣誉，被评为区软环境和行风建设“十佳”。

民建会员企业家营改增政策培训

【组织税收收入】 坚持组织收入原则，采取扎实
有效措施，保持税收与经济协调稳定增长。关注
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发展态势，深入开展经济税
源分析，加强税收收入预测，提高组织收入工作的
预见性。坚持依法行政，加强对收入均衡性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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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及时性的密切监控，防止收过头税，做到应收尽
收、应退尽退，确保各项税收优惠政策落实到位。
２０１６年，全区国税系统共入库税收收入１２ ３８亿
元，比上年增长２５ １８％；一般预算收入５ ３６亿
元，比上年增长５２ ７９％；全年共办理各类减免退
税６０００万元，促进地方经济结构调整和企业的
发展。
【提升纳税服务】 坚持提升服务质效，全面落实
服务举措，不断提升纳税人满意度。落实国、地税
合作规范２ ０版、３ ０版，制订下发《进一步推进国
地税合作的实施方案》和《实施计划表》，确定２８
项合作任务，整合双方优势，联合为纳税人提供办
税服务，以“纳税人学堂”为平台，联合开展多场
次、多层次辅导培训。为应对“营改增”试点全面
推开和金三上线以后办税量剧增的情况，投入资
金改造办税场所，新设叫号系统，设立专用窗口，
增加自助办税设备，公开热线电话，开设绿色通
道，坚持领导班子成员带头到办税服务厅现场值
班，组建咨询专家团队轮流到办税厅值班，保障纳
税人的办税需求。推广电子税务局应用、ＡＢＣ类
纳税人勾选认证等便民办税举措，加大非接触服
务推广力度，引导纳税人通过电子税务局开具外
经证、发票或提交各类申请，让纳税人多走网路，
少走马路。

区长朱晓波调研国税工作

【国税征管纳税人登记情况】 区内办理国税登记
正常经营的企业有８１６３户，正常经营的个体工商
户８２７５户，其中外资企业７７户、内资企业８０８６户
（不含个体）。内资企业中，私营性质的企业３２１４
户，占内资企业总数的３９ ７４％；增值税一般纳税
人３９４５户，小规模纳税人１ ３４万户，企业所得税
纳税人５２６７户；按月申报纳税人１ ２２万户，按季

申报纳税人４２１８户；高新技术企业３７户，出口退
税资格１２０户，其中自营出口生产企业８８户，外
贸型企业３２户。
【主要税源入库情况】 华能淮阴电厂累计入库税
收６１４８万元，较同期８８１１万元减收２６６３万元。
高新区累计入库税收４１５０２ ５９ 万元，较同期
４０６３９ ８１万元增收８６２ ７８万元。传统税源大户
江苏淮安双汇食品有限公司入库１０２１１ ０３万元，
较同期８４５０ ９７万元增收１７６０ ０６万元，是主要的
增收因素。另外，淮安市波司登贸易有限公司入
库６７６ ３５万元，较同期增收６７６ ３５万元；申雅密
封件（淮安）有限公司入库１８１０ ３９万元，较同期
１１５３ ３４万元增收６５７ ０５万元。振达钢管入库
１３０３ ６５万元，较同期４４９０ ０７万元减收３１８６ ４２
万元；原税源大户杰然网络科技较同期减收
５６５ ９５万元。

工业新区累计入库税收９９７５万元，较同期
１０１６２万元减收１８７万元。江苏新源矿业有限责
任公司入库１５４８万元，较同期６２９万元增收９１９
万元。中国石化集团淮安采输卤管理处入库３８６
万元，较同期１１４０万元减收７５４万元。

全区房地产重点税源企业入库税收９９３万元，
较同期６４４万元增收３４９万元。因原房地产企业基
本完成全部销售，其余原房地产重点税源企业基本
无税款入库，但经过前期税源排查工作发现，随着
其他地块房地产开发的进行，４户新房地产企业对
税收增长做出较大贡献，共计增收２６３３ ７５万元。
其中淮安市金润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入库
９３１ ２５万元，较同期增收９３１ ２１万元；浙江金圆淮
安置业有限公司入库７９５ ４９万元，较同期增收
７９５ ４９万元；江苏环宇置业有限公司入库５１０ ６９万
元，较同期增收５１１ ７９万元。
【国税稽查】 加大稽查打击威慑力度，避免发生
重大恶性案件和大面积虚开发票案件。落实市
委、市政府对市局虚开发票案件专报的批示精神，
结合实名制办税、重大涉税案件曝光和税收违法
“黑名单”等工作，继续保持打击虚开、空转等违法
犯罪行为的高压态势。开展“黄金案”和虚开发票
专项打击行动，按照上级部署，全区共接受双打案
件下发案源５户，执行完毕４户，共有５户移送公
安机关立案查处。全年共累计清理欠税５７６户
次，税额３０４０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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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税务
【概况】 ２０１６年，区地税局围绕征管改革、“营改
增”全面推开、“金三”上线、国地税合作等重点，统
筹推进各项工作，确保税收征管质效双升。组织
入库各项税收收入２７９４４７万元。

　 　 “蓝水滴”爱心小组及成员获得“爱敬诚
善”淮阴人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提升征管质效】 ①综合施策，提高征收率。加
强风险管控，重点对规模较大、疑点较多、风险预
警值较高的纳税人进行应对。同时，加强应对质
量监控，使应对更加规范。强化基础管理，在还权
还责于纳税人基础上，把好基础信息审核、申报信
息比对、违法行为处罚、税收政策宣传等关口，切
实优化基础管理事项，强化征管质量监控；加强欠
税清缴力度，制定《欠税清缴实施方案》。②抓重
点，推进“营改增”顺利收官、“金三”如期上线。
“营改增”期间，联合国税做好政策宣传、舆论引
导、数据迁移以及征管衔接等工作，确保“营改增”
平稳过渡。“金三”上线期间，作为市局试点单位，
积极融入省、市局行动，有序制订实施方案、测试
方案、应急预案等，扎实落实双轨运行、人海仿真
压力测试等动作，细化省局操作手册，为全市推进
“金三”系统平稳上线提供保障。③依法治税，规
范税收执法行为。实施案件集中审理，统一规范
和标准，有效降低执法风险；落实执法责任制，围
绕税收执法、风险应对质量等开展督查，发现问
题，及时整改，较好规范执法行为；抓牢关键少数，
加大稽查力度，在千万元大要案上取得较大突破，
查办两个实体千万元大案，其中一个案例在省局
评比中获第４名；聘请法律顾问，参与税收疑难执

　 　 “大手拉小手与税收共同成长”税收宣传
活动
法案件的分析及风险评估，与公安联合办案，依法
追究其逃避追缴欠税法律责任。④合作共赢，积
聚综合治税合力。积聚全区税收征管保障单位力
量，加强涉税数据应用。国、地税合作过程中，积
极落实上级要求，做好规定动作。在此基础上，打
造国、地税合作“升级版”，探索“联合开展大企业
税收管理”“互派人员合作征收”“交叉挂职锻炼”
等新举措，推动国、地税合作。
【基金（费）征收】 全年入库教育费附加６２３９万
元，同比减收２０７万元，下降３ ２１％；入库社会保
险费６８５５３ 万元，同比增收６４７９ 万元，增长
１０ ４４％；征收各项基（资）金、费５０８０万元，同比
减收３９万元，下降０ ７６％。
【地税征收】 全年共组织入库各项税收收入
２７９４４７万元，同比减收７４２３８万元，下降２０ ９９％。
其中，入库省级税收２７９９万元，同比减收２８６５万
元，下降５０ ５８％；入库市县级税收２７６６４８万元，
同比减收７１３７３万元，下降２０ ５１％。市县级税收
中，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实现２６０８５６万元，同比减
收７１５５５万元，下降２１ ５３％。
【税源建设】 探索“微创新”，率先研发“以地控
税”系统，对全区应税土地和房产数据进行采集，
并与征管系统税源数据进行比对，结合新一轮土
地等级划分，准确定位应税单位应纳“两税”数额。
落实“掌上办税手机ＡＰＰ”申报，加强股权转让所
得个人所得税征管，严控低价、平价转让股权的评
估核定。践行“互联网＋税收”，加强互联网涉税
信息的采集应用，建立“律师事务所行业风险模
型”，相关做法在全市推广。利用互联网采集乡镇
集体土地工业用途信息。

２８ 　 淮阴年鉴（２０１７）



“新常态新税风”小蜜蜂骑行活动
【地税登记】 ２０１６年，淮阴区地税登记户个体工
商户１４８７户，企业４９４６家。
【减免税管理】 严格落实政策，助推税收结构调
整。树立“不落实政策也是收过头税”意识，进一
步释放改革红利，做好小微企业税收减免、二手
房交易税收减免、困难企业税收减免、涉农企业
税收减免等工作。为使纳税人充分享受优惠政
策，对减免税事项严格实行分类管理，将减免税
事项分为审批类、备案类和自行申报类，对不同
类别采用不同的管理流程，简化自行申报类流
程，规范备案类和审批类流程。对申请优惠认定
或备案的纳税人提供专门的优惠政策辅导，帮助
其规范制度，完善核算程序，确保优惠政策落到
实处。

发展与改革
【概况】 全年纳入市重大项目考核的项目２１个，
完成投资１２３ １４亿元，实现服务业入库税收１８ ８
亿元。全区累计获批项目超３００个，获批资金超
１８ ５亿元。
【省市重大项目】 全年２１个项目纳入市重大项
目考核（富强盐业一体化项目为省重大项目），其
中续建项目８个、新建项目１３个。省市重大项目
实施月度定期统计、不定期现场督查的推进机制，
动态监测系统中项目信息、目标任务、进展情况，
及时分析项目存在问题，提请区领导会办并上报
市重大项目管理办公室。全年２１个项目完成投
资１２３ １４亿元。
【服务业发展】 全区优化服务业内部结构，提升
运行质量，生产性服务业稳中有升，新兴服务业增
势强劲。定期开展竣工亿元经营性三产项目质量

效益的督查，全年实现服务业入库税收１８ ８
亿元。
【向上争取】 区发改委抓住政策机遇，与省、市发
改委对接，会同各部门及时掌握向上争取的信息
资源。编订争取渠道汇编，梳理争取路径１１００余
条；编制２０１６年向上争取项目库，入库项目１３０
余个。健全考核机制，按月督查，不定期会办推
进。２０１６年，全区累计获批项目超３００个，获批资
金超１８ ５亿元。
【目标管理】 分解落实考核指标，细化科学发展
目标考核体系，涵盖市委、市政府２０１６年主要经
济指标，各项工作指标分解落实到位。提请区主
要领导召开乡镇、部门负责人座谈会，区委常委会
议、区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广泛征求意见，形成包
括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社会进步、生态文明和民
生改善等五大类指标在内的目标考核体系。加强
目标日常跟踪管理，建立经济目标运行分析例会
和报表制度，一周一汇总，一月一通报，每月对市
目标完成情况进行实时监控和综合分析，确保市
目标考核进位争先。
【招商引资】 区发改委将招商引资作为立委之
本，１００兆瓦风力发电项目获批规划选址意向书，
水土保持方案进入水利厅评审，启动国土预审和
稳评手续；大唐国际燃气发电项目开发协议拟签
约；协调中石油盐穴储气库项目管线穿河与水利
局规划船闸施工范围冲突问题，完成项目洪评的
修改完善。

物价管理
【概况】 实行价格改革，加强收费管理，完善价格
调控，维护价格秩序，受理价格举报投诉１２０起。
同时，做好价格服务工作。
【价格改革】 淮阴区全面实施居民阶梯水价，污
水处理费调整到位。制订和调整城乡一体化自来
水价格体系。全面推进医药价格综合改革，指导３
家公立医院的收费标准按照医改标准执行。出台
全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管理办法。
【收费管理】 取消、减免、停收等收费项目６７项，
其中降低收费标准１５项、免征２３项、减半收取７
项、取消收费项目１３项目、暂停征收９项，为民为
企减轻负担１０００万元。出台区２０１６年行政事业
性收费、经营服务性目录清单，出台《区行政事业

３８经济综合管理　



　 　 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和江苏省物
价局联合授予淮阴区物价局“全省价格系统先
进集体”荣誉称号
性收费目录管理办法》。制订规范涉企行政审批
前置中介服务收费政策，清理公布供水供电供热
等市政公用设施政府定价管理的经营服务收费。
【价格调控】 完善价格形势分析和监测预警机
制，制订出台全区价格异动应急预案。强化价格
监测预警，对生猪、鸡蛋等价格变动幅度较大的商
品，及时开展专项价格调查；第一时间预警预报主
副食品价格波动。建立少数波动频繁的民生商品
价格跟踪分析机制。完善价格调控联席会议制
度，研究决定价格重大事项，“大物价”格局形成并
得到巩固。完善价格调节基金使用管理制度。创
新平价店监管模式，开展争星夺旗竞赛活动，将日
常巡查和月度考评分值星级化，以年终得旗数确
定等次给予奖励，发放价格调节基金１８万元。
【价格秩序】 开展民生重点领域价格监管，围绕
民生重点领域开展教育、卫生、涉企、机动车检测、
电信收费、商品房明码标价、物业收费、景区门票
等专项检查。畅通群众价格维权渠道，１２３５８价格
举报热线保持畅通，共受理价格举报投诉１２０起，
案件办结率为１００％。推进价格诚信建设，创成西
马路价格诚信商圈，获得省局表彰。
【价格服务】 开展成本监审和农本调查工作，在
全省率先形成完善成本监审机制，提高成本监审
工作规范化水平。推进价格认定工作，办理刑事
案件价格认定１７７件，标的额１１２ ３万元；民事案
件价格认定３件，标的额２４ ５７万，无一例复议和
错案发生。完成全区涉改２１５辆公务用车拍卖底
价的价格认定，总金额３９２万元；完成涉纪案件价
格认定３２１件，认定金额１１２３５万元。挂牌成立淮

阴区价格争议调解办公室，全区２１个乡镇２５９个
村全覆盖，形成区乡联动机制。制定出台《淮阴区
住宅小区物业服务收费规定》；开办“淮阴物价”微
信公众号，向社会大众发布价格信息。

商务管理
【概况】 全年新批外资及港澳台资项目２１个，增
资项目２个，实际到账注册外资及港澳台资１ ６
亿美元。实现进出口总额２２０３１ ６万美元。其中
出口总额１６０３６ ５万美元，比上年增长１１ １％；进
口总额５９９５ １万美元，比上年下降５７ ３％。完成
对外投资１３０３ ４万美元。
【助力经济发展】 全区商务工作着力打造“阳光
商务直通车”优质服务品牌，优化项目帮办一站式
的绿色通道服务，以１０１％服务理念助力全区开放
型经济发展。２０１６年，新批超亿美元外资外资及
港澳台资项目３个，超３０００万美元项目９个，每个
符合落地条件的项目在淮阴区服务帮办时限不超
过一周。多次召开利用外资及港澳台资推进会，
牵头对全区完成情况进行书面督查通报，推动外
资项目报批和到账，营造“人人抓外资、谈项目必
谈外资”的工作氛围。全年培育新增对外及对港
澳台经贸企业７家，鼓励企业参加出口信用保险，
提高抵御和抗风险的能力。宣传对外及对港澳台
经贸政策，协助海关举办对外及对港澳台经贸相
关政策宣讲会，引导企业转型升级。全年为外贸
企业争取奖补资金４１４ ８７万元，组织企业参加广
交会、华交会、昆交会、大阪展等境内外经贸促进
活动５０次。同时，支持企业开展对外劳务技术合
作，新设境外投资企业３家。淮阴区外派劳务服
务中心作为政府平台，引导工人通过正规途径出
国务工，全年到中心报名咨询５００人。
【对外及对港澳台招商引资】 在局机关树立“招
商引资是真本事，新上项目是硬政绩”的观念，订
立考核办法，将招商任务分解到人头，定期召开招
商信息过堂会，捕捉项目线索，挖掘意向项目，形
成一股强大招商热潮。着力开展对外及对港澳台
招商活动，主要领导赴广州、深圳、上海、苏州、浙
江等国内外资及港澳台资金集聚区拜访有意向扩
展投资的企业家，开展“敲门”招商活动，同时还在
台湾、韩国等地组织招商推介活动。同时选派两
位副局长和４名青年成立专职招商小组，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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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接产业转移，累计拜访接待客商９８批次。全力
跟踪服务，推进项目尽快签约落户，年内完成投资
项目有江苏灵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投资的电子商
务；签约项目有江苏耀康新能源有限公司１００兆
瓦农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到淮考察项目有上海
锐孜动力机械有限公司投资的发电机组生产项
目、深圳普益电池有限公司汽车锂电池项目；跟踪
推进、拟考察洽谈项目有广州贝莱尔电气有限公
司投资的二期工厂、浙江途尔车业有限公司锂电
动自行车等亿元项目。
【商务惠民】 加强对商贸流通领域的管理，规范
成品油和再生资源市场等国内贸易市场的经营秩
序。加大安全生产检查力度，重点对成品油市场、
再生资源行业和商贸密集型企业进行巡回检查，
督促其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开展服务贸易、“老字
号”摸底等工作，培育服务外包企业，助力企业发
展，完成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到淮阴调研工作
任务，推进商业示范社区、商业特色街区建设。做
好商贸领域全国文明城市和节水型城市创建工
作，及时召开迎审推进会，传达市、区迎检精神，开
展现场督查，抓好存在问题落实整改。推进全区
创业暨电子商务培训活动，培育电子商务企业做
大做强，７月创成区首家省级电子商务示范村１个
（赵集镇街西居委会），１１月创成区首家省级电子
商务示范镇１个（赵集镇）。１２月，淮安电商创业
大厦创成市级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吴集镇、渔沟镇
创成市级农村电子商务示范村，老侯珍禽、甜蜜人
生创成市级电子商务示范企业。完善商务综合行
政执法体系，加大商务执法力度，净化商贸流通市
场环境，组织开展各类执法检查２１０次，办案１５
起，有效维护全区商贸流通领域市场运行秩序。

市场监督管理
【概况】 全区市场监管工作根据国务院商事制度
改革要求，于１０月和１２月分别启动实施企业“多
证合一、一照一码”和个体工商户“两证整合”改
革。重点推动完成区行政服务中心国家级服务标
准化试点和台创园省级农业综合标准化试点两个
标准化项目的验收工作，两个项目分别通过国家
和省级项目验收，正式建成运行。全区新增企业
２４２６户，资金总额１１７ ４５亿元；新增个体工商户
５３３１户，资金总额６ ６５亿元，超额完成区政府目

标任务。新设立登记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２０
户，新增投资总额８ ８４亿美元、注册资本４ ４５亿
美元、外方认缴额３ ７８亿美元。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创建为省级文明单位。

纪念建党９５周年暨区党代会代表选举大会

【名牌战略与商标服务】 瑞达包装等两家企业被
推荐获得淮安市质量管理奖，淮阴水利建设有限
公司被推荐获得淮安市质量管理先进单位称号。
江苏凯乐汽车部件科技有限公司等１２家企业申
报通过淮安市名牌产品称号，江苏胜克机电科技
有限公司等７家企业申报江苏省名牌产品。协助
企业申报省著名商标６件，市知名商标复评５个，
知名商标申报２０件，地理标志商标申报４个。有
２０个商标品牌参加２０１６年“我最喜爱的商标”评
选，淮阴黑猪、辉煌太阳能等５件商标获得“我最
喜爱的商标”称号。
【计量服务】 对全区２１家乡镇卫生院、１９６家卫
生所１４８５台件的医用计量器具开展两轮免费检
定工作，对１８家集贸市场计量器具进行免费检定
工作。
【食品安全专项整治】 ①开展“重点时段”食品
安全专项整治活动。开展春节、清明、端午等节日
期间检查五次，中高考、江苏省青少年拳击锦标赛
期间等专项检查三次，共检查市场主体１２０家，出
动检查人数２６０人次，发现违法违规问题情况１５
家，其中立案查处１０起、问题整改５家。②开展
农村食品安全“扫雷”行动。食品科协同各分局以
食品批发市场、乡镇集贸市场、农村中小学校园及
周边食品销售者等高风险业态为重点，开展“扫
雷”行动，出动执法人员１５００人次，督促办理证照
２００余份。全年先后开展食品抽检１３００批次，对
不合格食品进行调查处理，净化市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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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平台建设】 透明安全餐饮平台　 完成４５５
户学校及机关企事业单位食堂、社会餐馆、集体用
餐配送企业透明安全餐饮账号分配、开放和信息
录入工作，完成全年任务３９３户的１１５ ８％。

透明放心菜市场平台　 “透明放心菜市场”创
建工作通过市政府考核验收，全区７个农贸市场
和大润发淮阴店等４个连锁超市全部设立符合要
求的快速检测室，有专人负责样品采购，检测结果
实时上传。快速检测和检测结果公示，检测批次
达３００批／家／月，其中商联超市的检测批次达８００
批／月。

透明合格生产平台　 双汇、白玫糖业、万邦香
料、兴立乳业、民康油脂、凯德亚食品、天富食品等
２５家企业，完成透明生产平台安装，基础和生产数
据录入正常，完成透明合格生产平台的考核指标。
万邦香料和凯德亚食品为全市透明合格生产工程
现场会观摩点。

透明预包装平台　 采取“零售倒逼批发、流通
倒逼生产”的“倒逼”监管模式，促使食品经营主体
落实食品流通电子溯源，履行法定义务。该系统
已拥有各类市场主体２３５４户，出具壹票通２６１３条
记录。该项工作走在全市的前列，先后多次接待
国家、省、市领导的考察观摩。
【电子追溯系统建设】 全区共有乳制品企业１
家、白酒企业１家（获证白酒企业３家，停产两家，
正常生产１家）、食品添加剂企业２家，全部完成
电子追溯系统建设，覆盖率为１００％。

青年志愿者活动

【特种设备安全监管】 “９６３３３”电梯应急救援平
台覆盖全区所有垂直电梯１３００台，共处置事件
１４６起，其中困人求救１３０起、故障报修１６起，解
救被困人员２２０人，平均到场救援用时不足１５分

钟，电梯困人事件基本实现及时、专业、安全解救。
开展小锅炉、气瓶、叉车等多项专项整治工作，检
查特种设备使用单位７３家，检查锅炉、压力容器、
起重机械、电梯、游乐设施等各类特种设备２３０台
次。共下达监察指令书３５份，完成整改３３项，隐
患整改率达１００％，移交执法机构立案查处案件２
起。加强特种设备的安全使用、全面监管，对特设
相关人员开展各种技术培训工作，年内，全区未发
生特种设备安全事故。

区领导检查餐饮安全工作
【药品、医疗器械、保化市场监管】 重点开展“两
节两会药械检查”“注射用透明质酸钠专项检查”
等药品流通领域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组织开
展问题疫苗清查行动。同时，抓好药品经营企业
ＧＳＰ认证帮扶和检查工作，对淮阴区平民药房等
３１家药品零售企业开展新版ＧＳＰ零售企业认证
检查工作，继续推进药品、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
及医疗机构的日常监督检查，进一步加大重点区
域、重点环节、重点品种的监管，通过强化人员培
训，加大科普宣传，严打违法行为，净化药械市场
环境，保障辖区内公众的用药安全。
【消费者权益保护】 筹划完善消费者投诉举报体
系。全年受理投诉举报５２５起，诉转案９起，罚没
３０余万元。进一步利用微信公众平台发布消费维
权信息。全年受理消费者投诉２１８起，调解结案
２１３件，建议消费者寻求其他途径解决５件，投诉
办结率达９８％，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２０万元。
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联合多部门开展“共同见证”“３·１５”大型公益活
动暨诚信品牌电视展播活动及“３·１５”宣传咨询
服务活动；开展消费维权有奖知识竞赛活动；成立
淮阴区残疾人消费维权联络站；对全区１３家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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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４Ｓ店进行集体约谈等。
【动产抵押、融资助企】 办理股权出质登记新设
１１件，出质股权总额９１１５万元，担保标的总额６
亿元；动产抵押登记５２起，帮助企业、工体工商
户、农业生产经营融资３ ３６亿元，其中为涉农企
业融资３６１２万元。
【重点领域执法】 流通领域　 为监测流通领域商
品质量，对车用汽油、柴油、人造板、铝型材、小家
电、移动电话、儿童服装、冰箱、电视机、珠宝等商
品共１４５个批次进行抽样检测。

网监专项整治　 对辖区内企业自办网站１４６
个，淘宝、天猫等平台上能正常进入的网店６２个
进行网监专项整治工作。网上检查网站（网店）
１３０户次，实地检查网站（网店）５０户次。亮标审
核通过的网站１９户，落实亮标的网站８户，立案
查处涉网案件４起。

农资监管　 开展农资抽检，共抽检农资２９个
批次，对３户不合格农资经营户立案调查。

广告专项整治　 以惩治虚假违法广告为重
点，加大广告专项整治力度，坚持实行广告巡查制
度，年初开展房地产广告专项整治活动，共检查房
地产企业４３户，房地产广告１００条，立案查处５
起，罚没款５ ６９万元，处理消费者投诉７件。同
时加强对电视发布广告情况的监管力度，共监测
广告４００条次。
【依法行政】 加强案件集中管理，统一接受外单
位案源移送，稽查科负责对办案机构实施立案、处
罚决定报备，对案件进行扎口管理，并负责国家质
监局直报系统、分局案件的两法平台、纪委案件管
理平台录入工作。提高办案人员办案技巧、法规
知识水平，开展集中学法活动，就行政执法中所涉
及的法律法规进行培训，拓宽执法人员的办案思
路，提升办案水平。

打假治劣　 开展“质监利剑”行动、“双打”行
动、“清风”行动等１０个专项整治活动，共出动执法
人员１５００人次，检查各类企业、超市５２６家（次）。

食药安全　 重点查处无证销售食药、销售过
期变质食品、无证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发布食
品违法广告、食品标签违规、销售假冒伪劣药品等
行为。多方出击，小案不放过，大案求突破，拓宽
案件查办种类。从源头保障食药质量安全，净化
市场消费环境，保护人民群众的身心安全。全年
立案２５７件，结案２２１件。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概况】 全区安全生产工作形势稳定，没有发生
较大以上事故，区政府被市政府评为“安全生产工
作先进集体”，区安监局被区政府评为“科学跨越
发展优秀单位”。
【非煤矿山安全监管】 做好非煤矿山企业安全监
管，以项目化管理和规范安全生产条件为切入点，
督促指导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做细做实
隐患排查及整改工作，全年下达隐患整改通知书
２０份，督导企业排查整改各类安全隐患２３２条。
按照市区统一部署，对全区砖瓦企业全部拆除，年
末全区仅剩非煤矿山企业８家，全部取得三级以
上标准化证书，并完成应急预案编制工作。
【危化品安全监管】 依据省安委办《进一步明确
危险化学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时间任务》，拟制
下发《区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淮阴区危险化学品
安全专项整治实施方案的通知》，采取危化品专
项整治告知书、电视媒体、流动宣传车等多种形
式进行宣传，抓好危化品企业专项整治工作，提
高涉及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使用储存运输等生
产者、使用者、经营者安全意识，全区共排查涉及
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使用单位２１９家，发现隐患
问题３１５项。其中列入红表的生产经营单位１
家，按正常程序进行关闭、搬迁；列入黄表的生产
经营单位３２家，排查隐患３７条，整改３７条；列
入蓝表的生产经营单位１１６家，排查隐患２７６
条，整改２７６条。
【烟花爆竹安全监管】 开展烟花爆竹经营安全专
项治理、隐患排查治理、“打非治违”专项整治等活
动，联合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按照３０％监督检
查比例列入执法计划，对不规范经营行为和存在
的安全隐患作出立即整改决定。在打击非法经营
行为上形成由属地乡镇负责常规“打非治违”、区
安委办牵头联合执法重点打击的长效管理机制。
对全区所有烟花爆竹经营户开展全面检查，全年
共排查整改烟花爆竹批发企业隐患２２条、零售点
隐患１９０２条。在上年的基础上，再次缩减５０户，
共审批合格发放《烟花爆竹零售经营许可证》１７７
户，进一步规范全区烟花爆竹经营秩序。
【职业卫生监管】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
防治法》，以建设安全生产责任体系为抓手，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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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监管责任化、企业管理项目化、行业直管专业
化建设，持续落实企业职业病防治主体责任、政府
监管责任和属地管理责任。截至年底，全区累计
完成系统职业危害申报９９３家，职业卫生现状评
价４５家，综合指标位于全市前列，事前立案处罚１
家，率先在全市实现职业卫生监管经济处罚零的
突破。
【行政执法】 全年完成９６户次企业的执法检查，
承办市局暗查暗访交办件１５户，承办信访举报件
１０户。共排查整改隐患７９６条，下达责令整改指
令书３６份，累计完成行政处罚６ １万元，责令停
产整顿企业２家，提请区政府实施关闭企业１家，
完成年度执法任务。
【综合监管】 建立健全责任体系　 年初，拟制下
发《关于贯彻落实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
失职追责”的意见》，在全市率先出台《全区安全生
产工作职责规定》和《全区生产经营单位自查清
单》，并将安全生产目标纳入全区科学跨越发展目
标考核。建立起区政府总负责，行业主管部门各
司其职，辖区政府属地管理，分包人员分别挂钩，
隐患排查治理责任落实到企业的监管责任体系。
结合《江苏省安全生产条例》的宣传，全面强化企
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落实。

安全生产督查检查　 全年以综合督查、专项
督查形式，完成综合督查４次，专项督查１０次。
区级领导分别挂钩一个乡镇带头参加督查检查。
各单位分包人员全部深入一线督促企业落实主体
责任，抓好隐患整改。区安委办牵头组织对全区
各乡镇、各部门安全监管工作进行全面督查４次，
推进安全生产重点措施落实。先后下发“淮阴区
安委会（办）工作交办简函”１９次计７９个问题和
隐患，并限期抓好交办工作督导，督促相关单位问
责履职不力的人员２名。

专项整治　 ４月，研究下发《关于在重点行业
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的通知》，在道路
交通、水上交通、危险化学品、油气输送管道、建筑
施工、非煤矿山、消防、冶金、烟花爆竹、特种设备
等１０个重点行业领域，持续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
治工作。６ ～ １１月，在省、市安委办的统一部署指
导下，开展危化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按照“企业
负责、专家指导、行业管理、政府服务、群众参与”
的原则，层层落实安全责任，治理危险化学品领域
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行为，对全区所有涉及危险化

学品的领域、企业进行全面排查，整改、关停一批
不合格和违法的生产经营单位。

公共资源交易管理
【概况】 全年完成公共资源交易工程开评标项目
２２２个，预算金额３９ ３７亿元，中标金额３７ ３１亿
元，节约资金２ ０６亿元，节约率５ ２３％；办理直接
发包项目４５８个，发包金额１７ １４亿元；明标明投
项目８５个，中标金额５３４９ ３２万元；政府采购预算
金额为４ ５０亿元，实际采购金额为４ ２６亿元，节
约财政资金２４１７万元，节约率为５ ３７％。
【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市县一体化建设】 ①体制调
整。５月，建立淮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淮阴分中
心。适应体制调整后的业务受理与办理，规范服
务行为，强化风险防范，对科室设置与业务流程进
行重新规划，实现科室之间既互相联系、互相配
合，又互相制约、互相监督的工作机制。②重构工
作流程。实现工程与采购业务受理分开，凡是工
程和与工程相关的服务、货物等招标业务统一归
工程科受理，其余归采购科受理；文件受理与开评
标分开，工程科、采购科负责开标前相关业务的受
理和登记，负责协助招标人等处理开标前的质疑、
投诉、信访等工作；评审科（信息化科）负责开评标
现场的管理与服务，负责协助招标人等处理开评
标后的质疑、投诉、信访等工作。③防范廉政风
险。所有交易文件必须经过业务科室流程化备案
登记，分管领导签发等程序，任何人、任何科室不
得“一杆子”操作到底。交易活动中的各类公告、
公示信息，在依法通过其他媒介发布的同时，必须
在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上统一进行发布。交
易中心成立专门的投标保证金账户，实行统一管
理、统一收退。交易活动中的各类评审专家的抽
取，一律在交易中心专家抽取场所内进行。
【场所设施建设】 投资５０万元，对交易场所进行
规范化改造，实现功能划分更合理、设备提升更完
备。对一楼大厅进行升级改造，开辟自助服务区，
更新全自动显示大屏，添置开标、评标信息自动显
示等设备。对办公区和评标区进行合理化分，将
所有工作人员集中在二楼办公，并且在二楼增设１
个开标室，以满足开标需要；将所有评标室集中在
三楼，成为独立的评标区域，采用电子门禁系统，
将办公区、开标区与评标区完全阻隔开，非招标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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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相关人员不得随意进入，实现投标人与评标专
家的隔离，满足招标采购过程中的严密监管。在
三楼还设有变声答辩室、业主休息室、评委抽取室
等。对原有开评标场所监控系统进行改造升级，
在提高清晰度和覆盖面的同时，将纯视频监控提
升为音频视频同步监控，使交易活动全程有迹可
循，进一步优化交易环境，约束和规范交易行为。
【围标串标整治】 通过软件比对等手段，不断寻
找、提供违法违规案件线索。全年发现涉嫌围标
串标案件５起，涉及企业１８家，全部移交区住建
等部门处理。建立招标采购苗头性问题企业、招
标采购主体单位先期约谈机制，最大限度防范于
未然，降低违法违规案件发生率。加强开评标现
场管理，重点突出对评委专家的监督与管理。对
涉嫌违规的建设单位发出提醒函，要求他们严格
依法行政。
【优化公共资源交易服务】 建立乡镇招标采购联
络员制度　 由各乡镇推荐１ ～ ２名原则性强、有一
定组织协调能力、热爱招标采购工作的人担任单
位的招标采购联络员，用１年时间完成对全区乡
镇的工程招标、政府采购联络员进行轮训，不断提
高乡镇联络员的操作技能。制订乡镇小型工程承
发包办法，简化小型工程发包流程，实现乡镇小型
工程交易、政府采购规范化操作。

创新设立专项治理领导机构　 加大公共资源
交易领域专项治理力度，政府创新成立区公共资
源交易专项治理领导小组，由分管区委常委和副
区长任组长，相关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并
建立机制化工作方案。先后开展对１９个乡镇与
部门涉嫌违法违规的项目进行处理；配合区纪委
等部门，组织开展对全区１０个乡镇、１０个区直部
门的公共资源交易情况进行专项抽查；针对全区
公共资源交易情况，及时出台相关政策文件。

加强新型交易项目研究　 针对ＰＰＰ项目的特
点，组织专人参加全省各级各类培训。多次开展
ＰＰＰ项目专项调研，成功操作淮阴东港区等３个
ＰＰＰ项目交易，为ＰＰＰ项目的规范化交易奠定基
础。适应农村产权交易的新形势，联手区委农工
部等单位赴盐城、常州等地调研，准备在全区２１
个乡镇成立乡镇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并开展试点
工作。

强化提醒函制度　 强制规范招标行为，重点
对招标人涉嫌制订不合理条件排斥或限制投标
人，涉嫌拆分项目以规避招标，涉嫌搞“先上车后
买票”等行为进行书面提醒。年内对１家重点项
目进行书面提醒，对３家项目单位进行口头提醒。

简化小型工程承发包程序　 简化限额１００万
元以下小型工程项目发包程序，遏制围标串标行
为。对明标明投的招标方式进行微调，即投标企
业总数不超过６家。其中甲方不限于库内企业可
指定不超过３家，另从库内已报名企业中随机抽
取不少于３家，共同参与摇号，摇中者中标。
【农村产权交易市场建设】 建立上下贯通、各方
协同、运作通畅的工作机制。研究出台《关于农
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农
村产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等系列文件，对农
村产权交易市场机构设置、交易品种、交易方式
等进行明确。在交易的具体运作上，做到严格审
查交易主体、严格规范交易流程、严格交易机构
管理，基本实现“程序统一、操作规范、信息公开、
监督有力、应进必进”的产权交易要求。全区２１
个乡镇实现农村产权交易全覆盖，通过农村产权
交易平台成交项目６１４个、成交总金额４ ２７亿
元、交易总面积４ ７０万亩，抵押贷款４７０万元。
２０１６年获全省农村产权交易市场建设工作先进
集体。

表２ 淮阴区农村产权交易情况
名称 项目总数 成交总金额

（元）
溢价总金额
（元）

土地类交易总面积
（亩）

其他类交易总面积
（平方米）

王营镇 ３２ １５６２５９８０． ００ １７９２９４． ００ － ２１０８１． ００

赵集镇 ３０ ８３２０２９６． ００ ５０５２４． ００ １５８０． ２５ ４１３００． ００

吴城镇 ３４ ３１２７２４００． ００ ９２８００． ００ ３０８４． ００ １１８１． ６０

南陈集镇 ３１ ３６１０２５３７． ５０ － １５６６． １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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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名称 项目总数 成交总金额

（元）
溢价总金额
（元）

土地类交易总面积
（亩）

其他类交易总面积
（平方米）

码头镇 ３２ ２１４３０５９８． ９７ － ３２６６． ３６ －

王兴镇 ３５ ９３９２９６４． ４０ ２６５９３． ６０ ７７４． ３０ ３３３０． ００

棉花庄镇 ３６ ７９７０７１０． ００ ４８８９． ００ ７６２． ２０ ５０９０． ００

丁集镇 ３０ ６１３８２９７． ３０ － １４８１． ０５ ４１１０． ００

五里镇 ３２ ６３９８４１９． ３７ １１６５． ６３ ４７６． ５０ １３５． ００

徐溜镇 ３３ ９３０９８４６． ００ ８２９９０． ４０ ７４４． ９６ －

渔沟镇 ３３ ８４９３８３２４． ００ － １０５７１． ４３ １２４０． ００

吴集镇 ３１ ８２５６４１４． ００ ８００． ００ ９１６． ００ －

西宋集镇 ３０ ３１７１５９９５． ００ － ５０００． ７４ １００００． ００

三树镇 ３３ ３９５８３９６６． ００ ５１６０． ００ ３６００． ４５ ７０． ００

韩桥乡 ３８ ６２３６４７７． ００ ２４００． ００ ５９６． ９１ １３８． ００

新渡乡 １８ ９０４１２７６． ００ － １３３０． ００ １６４７１． ００

老张集乡 ２８ ８３０６２４４． ４２ － １０４８． ４３ －

凌桥乡 ７ ８７５９０３７． ００ ３３３００． ００ ８０１． ３０ －

袁集乡 ３０ １５４６７３９６． ００ － １３３０． ８７ ６７００． ００

刘老庄乡 ５ １９５００００． 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００ ６００． ００ －

古寨乡 ３６ ６０９３６６１４． ６０ ３５００． ００ ７４６０． ５０ －

合计 ６１４ ４２７１５３７９３． ５６ ５０３４１６． ６３ ４６９９２． ４０ １１０８４６． ６０

城市资产经营管理
【概况】 围绕城市建设与管理目标，以市场为载
体、以土地资源经营为根本，挖掘潜力，着力引进
优质项目，推动城区发展，加快城市建设步伐，助
力淮阴区城市建设。
【融资】 完成年初制订的融资任务，保证区内各
大工程款项的充裕和自身资金流动性的安全，同
时为下年做好资金储备。全年融资总额超过百
亿，总资产规模达２３０亿。在保存量、控增量的基
础上，结合全年的金融形势，积极偿还以前的高息
融资，累计偿还和置换１０％以上高息融资达到２０
亿，严控新增项目的融资成本，新增项目融资成本
逐级下降，至下半年平均７％以内，并结合财政厅
的债券置换工作，全年债务置换总额７亿元。三
管齐下使整个融资结构得到大幅改善。同时，拓
宽融资渠道，进入资本市场。８ ５亿的棚户区改造

项目收益债报至江苏省发改委等待转报国家发改
委；在交易商协会申报的２０亿ＰＰＮ完成准备工
作，等待上报。此外，资产公司在棚改基金、产业
基金私募债等品种上均有所尝试，丰富融资品种。
另外，资产公司配合区里完成在农发行申请的６０
亿棚户区改造项目的授信额度，并获得首期２５亿
的放款，为区内加快棚户区改造提供资金保障。
【城建投入】 围绕全区新型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
建设总体部署，做好资金保障工作，全力助推宜
商、宜业、宜居的美丽家园建设。全年累计集中新
交付安置房９个小区２６１７套（２４ ８６万平方米），
截至年底过渡费在发３５３５户，全年发放金额９２４６
万元，推动拆迁群众尽早入住新房。全年挂牌２
个地块，成交价共计１８４０万元。为加快退二进三
步伐，资产公司将翔宇电力公司、建瑞科技地块、
清阳机械、爱民置业、原二纺厂及农民合作基金会
的股权变更到资产公司名下。促进融资工作的开
展，先后完成淮河路南、杨井路西地块和嫩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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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经六路东地块以及九江路南、渭河路东地块三
块土地的摘牌与土地证办理工作。
【城市长效综合管理及国有资产管理】 城市长效
综合管理工作做到及时赶到现场、调查落实、进行
处理并整改到位，同时将办理情况和结果及时向
区城管办回复，对整改情况进行跟踪巡查，以防反
复。全年收到区城管办下发的交办单６９份，对交
办的问题全部整改到位，做到交办任务无积压、无
拖拉。加强国有资产管理力度，提高资产管理水
平，明确工作职责与工作要求，力求做到规范管
理、科学统筹，不断提高资产使用效率。资产管理
工作正常收缴房屋场地租金。完成区国有不动产
清理工作，对资产进行归类整理。
【服务企业】 城市名人酒店　 做好城市名人酒店
装修工作，在土建改造工作和隐蔽工程方面，做好
每一层楼的结构加固、管线安装、墙体龙骨、吊顶
龙骨、室外管网等工程。截至年底，城市名人酒店
的外立面幕墙完成；配电房工程设备正在进行安
装；内装修工程隐蔽工程结束，一层大堂元旦前完
成；机电安装工程安装管道和管道桥架铺设验收
完成，空调设备进场安装；外立面铝板勾缝进场施
工；室外景观招标结束，进场施工。

开源担保公司　 全年新增担保业务５６笔，担
保总额３７７８０万元，实现担保费收入２２３ ５３万元；
在保业务４７笔，担保余额３７１８５万元，完成全年
３ ５亿元的目标任务。同时，通过市中小企业低息
统贷平台为区内包括中立方、港凌、沃因思、中淮
植物油、华石建材、新澎复合材料、翔宇电力、淮安
元明粉和凯德亚食品等９家企业融资总额达到
１ ０９亿元，实现担保费收入１３０ ５万元。另外，经
区经信委同意，新增委托贷款业务，累计为江苏富
士达置业有限公司、江苏淳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辉煌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华运置业有
限公司等５家企业新增贷款９５４０万元，实现利息
收入１３１５ ８１万元。开源担保公司合作银行包括
淮安农商行、江苏银行、浦发银行淮安分行、苏州
银行、中行淮阴支行和淮阴村镇银行、华夏银行等
金融机构，授信额度达３ ８亿元。

审　 计
【概况】 全年完成审计项目１２８个，查出主要问
题金额２９３６５万元，通过审计促进整改落实有关

问题资金４６４６ 万元，为政府节约财政性支出
２４７１９万元；提出审计意见和建议１９７条；向区纪
委移送案件线索３ 件；审计信息宣传被采用
７０篇。
【财政资金审计】 围绕建立透明规范的公共财政
框架总体要求，坚持以规范预算管理、提高财政资
金使用绩效为目标，以预算执行为主线，以财政支
出为重点，先后完成区卫计委、教育局、商务局等
１５个部门预算执行情况审计；２０１５年度区本级预
算执行情况审计。在市纪委组织的“百村财务审
计”中，抽调１６名审计人员对金湖县黎城镇大兴
等１２个村（居）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１５年度财务收支进行
专项审计。审计发现伪造变造会计凭证变通处理
费用、截留危房改造资金等七大类２５个问题并上
报市审计局，对审计发现的村干部截留挪用危房
改造资金、挪用“居家养老”专项资金、违规发放危
房改造补助等１０个问题线索向市纪委进行移送。
有３６人次受到党内严重警告、警告、问责等处理。
在区纪委组织的扶贫领域专项整治和农村“小五
长”突出问题专项整治中，对韩桥乡卫生院等１７
个基层站所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５年财务收支进行审计。
审计发现的拆分工程规避招投标、截留专项资金、
资金管理混乱等３１个问题，在进一步核实的基础
上上报区纪委。对棉花庄卫生院等５个院站存在
的工程拆分规避招投标、个人借款长期未还、侵占
村民利益等１０个问题线索向区纪委进行移送。
【干部离任审计】 完成区委组织部委托的区经信
委和赵集镇等１６个部门和乡镇的领导干部离任
审计。审计中将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市、区
相关要求作为经济责任审计的重要内容，加强对
会议、出访、接待活动等公共经费使用情况的监督
审查。通过审计，在完善干部监督管理机制、客观
公正评价干部业绩、促进领导干部依法行政和廉
洁自律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政府投资审计】 截至１０月底，共完成政府投资
审计７４个，送审金额为１２８４４３万元，审定金额为
１０５００７万元，节约财政资金支出２３４３６万元；跟踪
审计３６项，审计投资总额４２８０００万元。

创新项目管理　 在区招投标中心建立社会化
中介服务机构库，所聘用的社会中介服务机构（甲
级资质１０个、乙级资质１０个）均由审计、监察、区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建设单位一起定期或不定期
地随机摇号产生，打破不思进取、特权等思想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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缚，实现政府投资审计“三公开”（实施单位公开、
审计过程公开、审计结果公开）。

项目审核　 抓住工程建设招标投标、设计变
更、质量管理、竣工结算等关键环节，对重点项目、
投资额大且有影响的审计项目，通过审核概算的
准确性和合理性，有效降低工程造价；通过审核招
标文件，对招标投标情况进行监督，规范建设市场
行为，从源头上防止腐败；通过审核隐蔽工程、设
计变更、现场签证，实现对施工过程的全面监督；
通过审核工程结算，对工程财务决算进行监督，保
证竣工决算准确无误。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及时
下达整改意见，督促被审计单位规范管理，实现
“审计、整改、规范、提高”四同步，把问题解决在施
工现场。对３６个跟踪审计项目，提出整改建议２２
条，节约财政资金１０００余万元。

成果运用　 在关注政府投资真实性、合法性、
效益性审计的同时，注意查处建设管理过程中存
在的突出问题，共提出工程招投标、合同签订、工
程质量、工程监理、工程结算等方面的整改建议３１
条，移送有关单位处理案件２起。针对政府投资
审计中折射出的合同版本不一致、项目变更多、未
按合同规定的条款执行等问题以审计要情的形式
及时上报相关领导和单位。
【审计问题整改】 改变以往“重审计，轻整改”状
况，教育和引导审计人员彻底转变观念，主动对
接、主动跟进，与被审计单位一道共同推动问题整
改落实。①明确审计整改第一责任。明确各个项
目审计组长（主审）为审计项目整改督促检查工作
的第一责任人，督促被审计单位对涉及的审计整
改事项，限期督办解决，以确保整改工作落到实
处。②明确内部监督机构。法规科建立审计整改
信息动态管理，对审计整改情况实行“对账销号”，
未落实和落实不完整均不能“消号”。③加强现场
督查。经承办科室督促后仍然不能落实整改的，
由法规科及时向相关业务科室分管领导通报情
况。经请示局主要领导同意后，向相关单位发送
“关于督促审计整改的函”，必要时，进行实地督促
检查。④实行联动机制。对十八大后审计发现问
题整改情况进行梳理、归类，及时向区政府主要领
导汇报，８月１０日上午，组织召开全区使用公共财
政资金的副科级以上单位主要负责人（１２０人）参
加的审计整改专题会议。会议印发《关于进一步
做好审计整改工作的意见》，要求将审计整改纳入

政府督查体系，由区政府督查部门进行重点督查，
推动审计整改；区委组织部将审计成果运用纳入
被审计单位主要负责人年度考核；区纪检监察部
门将审计整改情况作为相关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
人“三述”，督促被审计单位落实审计整改。开展
“组审”合作与“纪审”合作，对督促检查发现有虚
假整改、拒不执行、压案不查等行为的，由纪检监
察、组织人事部门及其上级主管部门按规定进行
责任追究。⑤加强绩效考核。将审计结果落实情
况纳入各业务科室年度业务工作考核，实行内部
通报，并将考核结果作为年度评先评优和表彰的
重要依据。

统　 计
【概况】 按照国家、省、市统计局和调查队的工作
部署和统计报表制度规定，完成核算、农业、工业、
住户调查、商贸、服务业、投资等各项常规统计调
查。做好新增规模以上统计调查单位的培育工
作，抓好新增单位申报入库，妥善处理５６家企业
的退规、关闭和注销等在库单位管理工作。成立
以统计局长为组长的企业联网直报工作领导小
组，健全相关工作制度，及时处理联网直报工作中
发现的问题。同时，加大统计数据核查力度，组织
业务人员对开发区和重点乡镇的９４３家“四上”企
业进行核查。按要求完成２０１６年全国人口变动
抽样调查工作。
【农业普查工作】 普查机构组建　 按照省、市农
普办的统一部署和要求，全区２１个乡镇和开发区
农业普查机构经全部组建完成，根据省“第三次全
国农业普查综合试点方案”和市农普办会议要求，
开展综合试点工作。

经费物资落实　 按照国家和省、市农普办统
一要求，及时沟通协调相关部门，落实普查经费预
算编制、普查办公场所、普查物资配置。农普工作
经费全部落实，抽调的区级普查人员集中办公，普
查物资（ＰＤＡ及无人机）采购到位。

两员培训　 １０月２２日至１１月１日，分三期
组织召开全区农业普查业务培训班，全区２２个乡
镇和１个高新区农普办业务骨干普查员及普查指
导员共３２０人参加全区农业普查业务培训。通过
市级、区级、乡镇的三次业务培训，普查指导员和
普查员对农业普查工作有一个总体的认识，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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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较好掌握业务知识，为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下
阶段的工作打下基础。

农业普查宣传　 专题研究宣传工作，安排专
人，专司宣传工作。贯彻落实“淮安市第三次全国
农业普查宣传工作方案”，及时召开全区第三次全
国农业普查宣传工作会议。在主要路口悬挂农业
普查宣传横幅，张贴宣传标语，发放一封信；１２月
中旬，在南陈集镇举办一次以宣传农普为主题的
文艺演出活动；在《淮阴报》和淮阴电视等媒体进
行农业普查系列宣传，提高农业普查在群众中的
知晓率，切实提高群众对农业普查工作的支持，形
成较浓厚的社会舆论氛围。

农业普查清查摸底　 组织各乡镇普查指导员
和普查员进行集中学习培训，对住户摸底表和单
位摸底表的填写进行详细讲解，将摸底工作布置
下去。区农业普查办公室分成３个督导组，每组
负责７个乡镇，从业务知识复训、传达上级精神、
解答协调疑难问题，到督促质量和进度，一包到
底，确保上情下达、政令畅通。全区２１个乡镇和１
个高新区共１８ ５２万户农业普查清查摸底数据如
期按省、市农业普查办公室要求时点录入完毕，并
全部上传到省农业普查平台。
【统计服务】 统计预警监测　 围绕区委、区政府
规划的经济发展目标，找准工作着力点，加强对重
点行业、重点领域、重点指标的跟踪监测，继续加
强统计分析调研工作，深入分析月度、季度数据，
敏锐捕捉经济运行中的新苗头、新变化、新问题，
增强对经济运行趋势性研判，深度研究挖掘数据

背后的活情况，提出接地气、能落地的对策建议，
为区委、区政府及相关部门提供可靠的统计依据，
做到应统尽统。

加强统计服务　 及时编印统计资料，发布
《２０１５年淮阴统计公报》，编纂完成《２０１５年淮阴
统计年鉴》，编印《淮阴区第三次经济普查年鉴》，
更新政府信息公开网上的月度统计数据信息，方
便各级各部门及社会公众对于统计信息资料的查
询。及时为社会各界提供所需的统计法定数据证
明，为企业申报提供统计服务。定期举办重点企
业“数海沙龙”活动，围绕经济新常态深研判、围绕
地方经济发展明思路、围绕统计调查业务重提升，
推动全区统计工作深入开展。

统计队伍建设　 组织开展统计业务培训工
作，做好统计单位新任统计人员、“四上企业”统计
员和有关普查、抽样调查指导员业务培训。全年
共举办各类培训会议３０场，参会１５００人次。

统计法制建设　 以“七五”普法工作实施方案
为总揽，组织开展统计“七五”普法宣传工作，利用
基层统计人员报表和专业统计会议，宣传《统计
法》和相关统计法规，发放《统计法》宣传单１０００
张。加大统计执法力度。深入开展“数据造假、以
数谋私”专项治理工作，遏制“数字上的腐败”；配
合市局做好丁集镇统计执法检查和赵集镇统计行
政指导工作；认真开展统计执法，全年对近５０家
联网企业进行统计监督检查。通过宣传教育和严
格的执法工作，推动统计法制建设，改善统计外部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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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事务管理

劳动就业
【概况】 ２０１６年，城镇新增就业７８１３人，城镇登
记失业率控制在２ ２５％，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再就
业３６１０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６５８人；支持成功
自主创业９４３人，扶持农村劳动力自主创业５０４
人，引领大学生创业７３人，创业培训３６１０人；开
发创业项目２０个，培育创业典型２０人，为２１０位
创业者发放创业担保贷款２３００万元，新增劳动力
转移５１２４人。全年创建充分就业示范社区５个，
劳动力充分转移乡镇１７个，实现城乡就业创业一
体化。建成省级创业孵化基地１个、市级创业孵
化基地２个。全年举办招聘会７１场，累计提供各
类需求岗位２ ０９万个，当场初步达成用工协议
１ １５万人。
【人事人才】 人事工作　 严格执行人事管理制
度，健全公务员管理机制，依法有序开展公务员考
核、奖惩、参公登记等各项工作。全面推行事业单
位岗位管理、人员聘用、公开招聘三项制度。人事
考试坚持阳光透明，实现安全零事故。机关规范
津补贴和事业单位人员绩效工资工作稳妥开展。
完成２０１６年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

人才工作　 探索高技能人才培养有效途径，
优化高技能人才培养政策，新增高技能人才８６８
人，年末每万人劳动力中有高技能人才２６０人，位
处全市前列。开展城乡劳动者职业技能培训４２８５
人，职业技能鉴定３１４３人。加强对５１名“三支一
扶”、１１９名大学生村官的日常管理以及应届大学
毕业生档案的接收与管理。落实省十大领域海内
外引才行动计划，加强博士后创新平台建设。新
增专业技术人才１３２０人。实施素质培优工程，专

业技术人员知识更新５０００人。引进外国专家２
人；新增留学回国人员４人；留学人员创业园建设
方面，已引进留学归国人员２名；组织申报留学回
国人员创业项目１人次，创新项目３人次。
【劳动关系】 ①建立工作机制。建立信访、劳动
保障监察、劳动人事仲裁三维联动机制和处置群
体性突发事件应急机制，劳动关系总体和谐稳定。
规模以上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始终保持在９８％。
完成部、省两级部署的薪酬调查工作。②对用人
单位进行分类监管。全年主动监察用人单位５１６
户，督促支付职工工资１４９ ６４万元，督促缴纳社
会保险费３７ ４５万元。③劳动争议仲裁调处。发
挥省级示范仲裁院的调处功能，加强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五化”建设，深化争议仲裁“三进”工作
法，该项目被评为“２０１６年度县区法治为民办实事
十佳项目”，案件调解率为５１ １％。④妥善处理信
访问题。及时办理各类交办来信、来访，及时回复
淮水安澜、１２３４５平台交办的任务单合计３４０件。
加大法治宣传力度，打造“法治人社”，人社局被评
为全市普法工作先进集体。加强与法制、信访、法
院等部门的沟通与联系，妥善防范和处置群体性
事件。

社会保障
【概况】 ２０１６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城镇职工
基本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基金征缴收入分
别达４ ０１亿元、２ ４２亿元、０ １６亿元、０ ０９８亿
元、０ ０９９亿元。年内投入６０万元，打造“智慧社
保”自助服务终端。推行网上申报、征缴社会保险
费，在全市率先实现就业、社保一体化。推进基层
医疗首诊制度和分级诊疗制度落实，在全省首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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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市率先实行“１ ＋ ４”医保支持政策，推进“医
疗、医保、医药”三医联动。全区城镇登记失业率
控制在２ ２５％，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城镇居民医疗
保险、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失
业保险参保率分别为９９ ７２％、９５ ６４％、９５ ６２％、
９５ ６％、９５ ６１％。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开展全民参保登记工作，
导入系统２８ ６３万人。实行养老、医疗、失业、工
伤、生育“五险合一”征缴模式，加大社保费征缴工
作力度和参保覆盖面。规范医保基金运行，通过
全国首次医保基金审计。强化制度创新，完善医
保政策，解决转诊难和居民首诊不便的难题。在
全省率先推行“１ ＋ ４”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医保支持
政策，促进基层首诊和分级诊疗的落实。在全市
率先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开展工伤预防工作，全年
认定工伤２９７起。在全市首次建立医药机构纳入
医保管理第三方评估机制，新增医保“两定”医药
机构２８家。启动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
革，出台机关事业养老保险规范性文件，２４５个单
位在省参保登记系统中完成数据维护。有１３ ５１
万人领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发放率１００％。
启动老农保调查确认工作，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加
强制度的衔接配套，共录入缴费记录２４ ０６万
人次。
【健全服务体系】 打造集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自助
缴费、退休人员生存认证、社保信息查询、社保卡
办理等功能于一体的“智慧社保”自助服务终端，
搭建社保费征缴网上申报及微信、ＱＱ等自动化服
务平台以及企事业一体化居家养老服务平台。优
化４００６ ５１３４２０人工呼叫服务热线功能，为参保
单位和人员提供社会保险政策咨询、网络申报等
１０项电话咨询智能引导服务，实现一个电话解释
所有政策问题，服务对象评价满意率达９８％。建
立社会保障卡制度，制作社会保障卡３ ９６万张，
累计制卡４３ ３０万张，发卡５ ３９万张。在全市率
先实现就业、社保一体化，一体化率达９８％。打通
服务“最后一公里”，推进城镇居民养老保险信息
化建设，打造２０个便民服务示范点和５个便民服
务站，确保待遇按时、足额发放到位。
【提高保障待遇】 完成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基
本养老金调整工作，共审批７４００人次。企业退休
人员月人均养老金上调至１７６９元。开展特困群
体养老保险助保工程。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惠

及３７ ６６万参保人员，基础养老金每人每月由１０５
元提高至１１５元。对城区残疾精神病人开办门诊
特殊病种，将城区低保人员纳入医保同步结算平
台，对特殊贫困人群实现免费用药和享受“一站
式”医疗救助。优化异地就医经办服务，省内异地
就医人次同比增长２７ ３％，全部实现在异地即时
结报。推行城镇职工住院费用二次补偿和居民大
病保险。２０１６年，城镇职工医保住院结报１ １３万
人次，居民医保住院结报１ ５６万人次，工伤保险
结报３４０人次，生育保险结报１０３０人次。职工医
保住院次均费用比实行病种分值前实现零增长，
城镇职工、居民医保政策范围内报销比例增
长１％。

民　 政
【民间组织管理】 ２０１６年，在做好社会组织登记
管理、年度检查、等级评估等各项常规工作的同
时，推进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建设运营和公益创投
工作，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推进简政放权和政
府职能转移，完成年度各项任务。

社会组织培育　 按照省民政厅印发的《江苏
省四类社会组织直接登记管理暂行办法》要求，对
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
服务类社会组织，进行直接登记，严格按照《行政
许可法》和社会组织管理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
办理登记中严把受理关、审核关、核准关、发证关、
公告关、时限关，不断规范登记审批程序，不断提
升服务效能。

落实扶持政策　 健全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
务制度，以“政府支撑、社会举办、专业管理”的创
建模式，推进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建设，对新成立的
社会组织予以资金、项目、人才、场所等多元化扶
持，全年投入福彩公益金３０余万元，通过政府采
购的方式，对社会组织开展的老年人服务、青少年
服务、救助帮困等公益服务项目予以资金扶持，有
效调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

社会组织年检和等级评估　 根据《社会团体
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
条例》和民政部《社会团体年度检查暂行办法》
《民办非企业单位年度检查办法》等有关规定，采
取发布年检公告、给业务主管单位和社会组织发
函等方式，依法对经该局核准登记的社会团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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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非企业单位进行年度检查，结合区社会组织
建设及评估工作的实际，联合教育局、体育局、卫
计委等单位成立评估小组，于１０月下旬组织完
成社会组织年度等级评估，共评出ＡＡＡ级社会
组织１２家，ＡＡ级社会组织２家，Ａ级社会组织
３３家。

严格事中事后监管　 明晰业务主管单位与登
记管理机关的权责，加强各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
形成监管合力。结合登记变更、年度检查、等级评
估等时机，加强对社会组织的教育和引导。结合
示范性社会组织创建活动，发现和培养一批自治
水平高、服务能力强、具有较高公信力和影响力的
优秀社会组织。全年新登记注册社会组织９２家，
其中社团２０家、民办非企业单位７２家，全区社会
组织共５３９家，其中社会团体２３３家、民办非企业
单位３０５家、基金会１家。
【救灾救济】 ２０１６年，淮阴区遭受自然灾害４
次。分别是“２·５”低温冷冻灾害、“６·２３”洪涝
灾害、“７·２６”风雹灾害和“１０·３１”洪涝灾害。４
次灾害共造成全区５个乡镇０ ４６万人受灾，累计
农作物受灾面积３２１公顷，其中农作物成灾面积
２７０公顷，绝收面积２６公顷，灾害共造成直接经济

损失１００５ ２５万元。下拨自然灾害生活救助资金
１００万元。全年共救助１３３人次，发放救助金
３４ ０９万元。王营镇同兴社区被评为“全国综合减
灾示范社区”。
【优抚工作】 全区有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助的各
类优抚对象４６２２人。其中伤残人员４０９人、老复
员军人２３０人、“三属”８５人、“两参人员”７０４人，
带病回乡退伍军人１４４人，老年烈士子女３６９人，
６０周岁以上老兵２６８１人。
【安置工作】 组织３２８名秋、冬季退役士兵参加
职业技能培训。通过采取积分选岗、相关单位无
条件接收安置的行政推力方式，实现４名转业士
官的一次性安置就业，分别安置在区住建局、水利
局、卫计委、交通局４个系统。发放自主就业补助
金１１００万元，安置率为１００％。
【地名管理】 与周边７个县区签订平安边界协
议；完成与清浦区、清河区界线联检工作；设置城
区道路、背街小巷指示牌１００块。
【婚姻登记】 全年共办理结婚登记１ ０８万对，离
婚登记２５２１对，补发结婚证１８３４对，补发离婚证
１７６对。２月１日起，执行民政部新修订的《婚姻
登记工作规范》。

表３ 淮阴区２０１６年结婚登记分年龄段情况
性别 合计（人）

２０—２４岁 ２５—２９岁 ３０—３４岁 ３５—３９岁 ４０—４９岁 ５０—５９岁 ６０岁以上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男 １０８２９ ２４８１ ２２． ９ ３７５４ ３４． ７ ８３８ ７． ７ ７０６ ６． ５ １６６９ １５． ４ ９５７ ８． ８ ４２４ ３． ９

女 １０８２９ ３２８４ ３０． ３ ３３２８ ３０． ７ ７６６ ７． １ ７４３ ６． ９ １５７７ １４． ６ ８６６ ８ ２６５ ２． ４

表４　 淮阴区２０１６年离婚登记分年龄段情况
性别 合计（人）

２０—２４岁 ２５—２９岁 ３０—３４岁 ３５—３９岁 ４０—４９岁 ５０—５９岁 ６０岁以上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男 ２５２１ ６８ ２． ７ ６７０ ２６． ６ ６０３ ２３． ９ ４８６ １９． ３ ５２６ ２０． ９ １４１ ５． ６ ２７ １． １

女 ２５２１ １９５ ７． ７ ８０６ ３２ ５６１ ２２． ３ ４３２ １７． １ ４０７ １６． １ １０４ ４． １ １６ ０． ６

【收养情况】 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
法》《中国公民收养子女登记办法》《收养登记工
作规范》等文件规定，规范收养登记资格审查、家
庭评估和证书发放，全年办理收养登记６例。
【殡葬改革】 全年火化遗体５７００具，火化率达到
１００％，累计为各类丧户减免殡葬费用４００万元。

生态殡葬全面推进，至年底完成生态林地建设并
投入使用，生态节地葬设施拥有率达到４０％。
【社会福利】 出台《区政府办公室关于提高城乡
低保和特困人员供养标准的通知》，及时提标并足
额发放孤儿养育费用。规定社会散居孤儿每人每
月１１７８元，福利机构集中养育孤儿每人每月１９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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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监护人监护缺失儿童每人每月９４０元。监护
人无力履行监护职责儿童每人每月５８９元、重残
重病及流浪儿童每人每月３５４元。执行新标准从
２０１６年７月１日起执行。全年发放１０３个孤儿养
育费１４９ ０１万元、５９个困境儿童养育费３４ ７５
万元。

老龄工作
【概况】 ２０１６年，全区老龄工作坚持“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以创新发展老龄
事业为主线，以落实老年政策法规、发展养老服务
业、提高老年保障优待水平、维护老年人合法权
益、加强基层老年组织建设为重点，较好助推全区
老龄工作上台阶、上水平。全区６０周岁以上老年
人口１７ ３１万人，比上年增加１ １６万人，占户籍人
口的１８ ５％，其中８０周岁及以上高龄老人有２ ０１
万人，占老年人口的１１ ６１％。加快养老服务体系
建设，全区建成各类养老服务机构４０家，每千名
老年人拥有床位数近３７ ７４张，其中各类养老机
构床位数３６００ 张、护理型床位１３６０ 张，占比
４３％。社会力量或者是民办养老机构床位数为
１３９９张，占比４６ ２％。
【居家养老建设】 全区１２个城市社区均建成居
家养老服务中心（站），完成率１００％；农村社区居
家养老服务中心（站）建成２１０个，占农村２４７个
村（居）的８５％。新建１８个村（社区）标准化居家
养老服务中心，关爱驿站４个，日间照料中心１
个，社区老年人助餐点１２个，均通过市、区验收并
运营。

【政府购买养老服务】 出台《区政府购买养老服
务实施办法》，为困难高龄、低保失能等６３１名老
年人购买服务，采取亲友、邻里照顾方式，上门提
供助餐、助浴、助洁、助急、助医、护理、家政等
服务。
【农村养老服务】 在农村形成以镇区域性养老
服务中心为重点，以敬老院为骨干，村居家养老
中心为基础，老年关爱之家、关爱驿站等服务设
施为补充的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全年投入１４００
余万元完成２１所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的消防
改造，确保供养机构每个房间或套房内都有卫生
间、保暖降温设备和电视机，老人不出院能洗澡，
能看病，能康复娱乐，所有敬老院安装报警、喷淋
系统。建成乡镇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８个。建
设５０张床位以下小型农村“老年关爱之家”９
个，建成１所养老护理院，建成为农村留守儿童
上学的空巢老年人提供休息娱乐服务的关爱驿
站８个。
【养老产业园和医养融合养老中心建设】 阳光新
城养老产业项目开工建设，项目用地面积１６ ６９
公顷，计划投资１２ ６８亿元。新建渔沟镇医养融
合养老中心，建设占地面积３ ２３万平方米，全区
累计调剂各类养老服务用房３０００平方米。各敬
老院全部建成医务室或者护理站，并与乡镇卫生
院签订服务协议。区卫计委、乡镇卫生院支持养
老服务业的开展，为全区６０周岁以上老人建立健
康档案。城乡社区医务室定期进入养老机构为老
年人开展免费检查，宣传老年慢性病防治，进行康
复护理。老年人在卫生院和医院就诊，均享受优
先服务。

表５ ２０１６年淮阴区百岁老人名单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地址
万潘氏 女 ３２０８２１１９１３０７２４１３０６ 赵集镇十堡村４组
陈黄氏 女 ３２０８２１１９１３０６１１０５０７ 吴城镇利民村６组
力许氏 女 ３２０８２１１９１５１２１００５０２ 吴城镇头庄村４组
张孝龙 男 ３２０８２１１９１７１１１００５１３ 吴城镇利民村４组
陈伏柳 男 ３２０８２１１９０９０１１７０７１０ 南陈集镇高成村４组
张朱氏 女 ３２０８２１１９１５０８１００７２９ 南陈集镇乔庄村３组
朱延昌 男 ３２０８２１１９１６０７０２０７１６ 南陈集镇镇西村４组

７９社会事务管理　



续表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地址
陈克标 男 ３２０８２１１９１７０９２０１３１５ 南陈集镇双庄村５组
王素珍 女 ３２０８２１１９１３０６１３１１０９ 码头泰山村５组
刘玉英 女 ３２０８２１１９０６１０２３０９０４ 韩桥乡朱庄村
施冯氏 女 ３２０８２１１９１４０３０２０９０９ 韩桥乡庆华村９组
万美珍 女 ３２０８２１１９１５１２２２０９０Ｘ 韩桥乡湖滨村９组
孙赵氏 女 ３２０８０４１９０９０７２０００２１ 王营镇越河村
秦丁氏 女 ３２０８２１１９１７１１０３１５０３ 王营镇越河２组
陈良玉 女 ３２０８２１１９１７１１１７０１０８ 王营镇同兴社区
程道华 女 ３２０８０４１９１７０９１２３１０３ 王营镇机关社区
李丁氏 女 ３２０８２１１９１６０７０４１９０４ 棉花庄镇刘河村１组
开桂芳 女 ３２０８２１１９１７０５２０２５０５ 棉花庄镇三河村１２组
李张氏 女 ３２０８２１１９１７０２０７１９０９ 棉花庄镇袁庄村８组
仇作杨 男 ３２０８２１１９１４０４１２２３１７ 王兴镇开庄村９组
刘王氏 女 ３２０８２１１９１４０８２９２７００ 老张集乡张集村８组
丁凤英 女 ３２０８２１１９１６０３０３２９２０ 丁集镇宗楼村５组
蒋玉兰 女 ３２０８２１１９１７０８１０３１２３ 五里镇大树村２组
郑　 林 女 ３２０８２１１９１７０３１６３１００ 五里镇老郑村３组
刘考英 女 ３２０８２１１９１５０９１１３３０２ 刘老庄乡姜庄村４组
祁秀兰 男 ３２０８２１１９１６０９０７３５０４ 徐溜镇徐溜村１２组
周　 华 男 ３２０８０４１９１６０９１５３５１６ 徐溜镇张庄村３组
胡兰英 女 ３２０８２１１９１７１１１５３５００ 徐溜镇新和村２组
李徐氏 女 ３２０８２１１９１３０６２４３７０５ 古寨乡古西村４组
贾秀英 女 ３２０８２１１９１１０６１６４３０８ 西宋集镇洪北村
戴桂香 女 ３２０８２１１９１６０２１０４３０４ 西宋集镇汤集村２组
马同英 女 ３２０８２１１９１７０７１９３９２１ 西宋集镇蒋渡村１组
蒋宗氏 女 ３２０８２１１９１７１００３３９０２ 西宋集镇蒋渡村６组
倪王氏 女 ３２０８０４１９１７０４２６６１０５ 吴集镇淮西村二组
王述华 女 ３２０８２１１９１３０８０３４５０１ 渔沟镇裘庄村８组
王秀珍 女 ３２０８２１１９１５０２１４４７０４ 渔沟镇西河村２组
邵明计 男 ３２０８２１１９１５０８１７４７１Ｘ 渔沟镇淮河村６组
王秀英 女 ３２０８２１１９１４０５２０４５０９ 渔沟镇徐赵村
汤玉珍 女 ３２０８２１１６０７１５４５０ 渔沟镇何庄村１组
夏能英 女 ３２０８１１９１６１２１８４７２８ 渔沟镇镇渔沟村５组
孙广厚 男 ３２０８２１１９１７０９１７４７１６ 渔沟镇新民村６组
韩贺氏 女 ３２０８２１１９１２１００２４９０３ 袁集乡袁北村尹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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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地址
赵淑兰 女 ３２０８２１１５０３３１５１０ 三树镇张桥村６组
戈锦华 女 ３２０８２１１９１５１０１１５３０５ 三树镇三坝村３组
万丁氏 女 ３２０８２１１９１７１２１７５１０３ 三树镇汪洼村４组
张爱权 男 ３２０８２１１９１７０４２１５１１Ｘ 三树镇张桥村３组
戚正兰 女 ３２０８２１１９１７０３２７５３０５ 三树镇渠北村２组

残疾人事业
【概况】 淮阴区共有各类残疾人５ ６万人，占全
区总人口的６ ２％，其中各类持证残疾人共计１ ４
万人，重残（１、２级）８ ４８万人。
【常规工作】 教育就业　 开展劳动技能培训，共
计培训残疾人２００名，促进１８０名残疾人就业，扶
持１７０名残疾人脱贫和２０名残疾人个体从业、灵
活就业或自主创业。

救助补贴金发放　 １ ～ ３季度为全区６０７５人
无固定收入重残人员发放救助金２１１５ ８２万元。
按照农村每人每月６０元、城镇每人每月８０元的
标准，共向７３７名二级以上（含二级）肢体残疾、
智力残疾、精神残疾、视力残疾的重度残疾人发
放重残补贴金４０ ５５万元。按照农村每人每月
１１０元、城镇每人每月１６０元的标准，共向６４８名
１６ ～ ６０周岁生活不能自理的一级肢体残疾、一
级视力残疾和一、二级精神、智力残疾的重度残
疾人发放重残护理补贴金６５ ５８万元。根据省
政府文件要求，残疾人“两项补贴”将移交民政部
门发放。

财政性资金自查自纠　 在全区残联系统进行
财政性资金自查自纠工作，共查实３９人次违规领
取重残救助金、补贴金、护理补贴，追回资金
１３７９４０万元，全部缴入财政专户。

康复服务　 争取康复专项资金４１２万元，以
每人每年３０００元标准，共完成贫困精神病患者免
费服药３７５例；以每例１０００元标准，为７２例贫困
白内障患者免费手术；超任务完成０ ～ １４周岁残
疾儿童免费康复３９３例，康复训练期免费限延长２
个月；完成假肢矫形器安装２１人；给予１３名听力
言语儿有障碍的儿童验配助听器，验配率达

１００％；投入４７万元对７８０余户残疾人家庭进行辅
具适配及无障碍改造。

组联维权　 全年办理残疾人证１２６８本，全区
共清理“假、错、空”残疾人证１３０６本。以助残日、
爱耳日等节日为契机，积极开展残疾人文体活动，
宣传残疾人保障法和惠残助残政策，为听力残疾
人选配助听器。推荐１２名残疾人运动员参加省
残疾人游泳锦标赛，共获得４项第一名、３项第二
名、４项第三名。按时足额为４０２名残疾人发放燃
油补贴１０ ４５２万元。年初成立残疾人消费维权
工作站，为残疾人消费者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援
助。积极受理残疾人的信访，维护残疾人合法
权益，
【残疾人证复核工作】 残疾人证复核工作由省残
联统一安排，淮安市残联专门部署。３月，区残联
启动开展“假、错、空”残疾人证清理工作。在区、
乡残联系统自查自纠中清理出假证１１本、错证
４５９本、空证８３６本；在全区重残复核工作中，全区
９２６１名重度残疾人有５８３９人残疾类别与等级相
符，发生变动１８０７人，其中９５人升级、１２０５人降
级、５０７人类别变动。
【残疾儿童延期康复】 ０ ～ １４周岁残疾儿童康复
由原来９个月延长至１１个月。市、区两级政府把
“０ ～ １４岁残疾儿童康复延期２个月的康复救助工
作”项目纳入为民办实事范畴。区残联争取资金
１１０万元，为“延期康复”提供保障。全区有３９３
名０ ～ ６周岁，６３名７ ～ １４周岁残疾儿童在机构接
受康复治疗。
【残疾人意外伤害保险】 继续为所有持证残疾人
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为１ ４６万名残疾人投保
支付保险金２０ ５４万元；６月底，残疾人的保险单
以乡镇单位全部发放到残疾人手中。截至１１月
底，全区共理赔２４起，理赔金额６１ ３１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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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公益助残创新奖
【残疾人托养工作】 全年托养任务是乡镇托养
１６０人、区级托养８０人。区残疾人托养中心依托
三旺电子的元器件加工、邦德玩具厂的玩具加工
项目，日间照料残疾人６２名，全托残疾人３１名。
各乡镇依托敬老院筛选符合条件的智力、重度肢
体残疾人进行托养，完成目标任务。
【残疾人之家建设】 “残疾人之家”创建工作是
省政府２０１６年为民办实事项目。区残联根据淮
阴区残疾人工作实际，制订《淮阴区“残疾人之家”
试点工作实施方案》，贯彻以人为本，以“家”为阵
地的创建思想，在王营镇、丁集镇、渔沟镇、吴集
镇、袁集乡、古寨乡６个乡镇选址创建“残疾人之
家”。１１月底，丁集镇、渔沟镇、吴集镇、袁集乡、
古寨乡５个乡镇完成残疾人之家建设任务，足额
完成省民生实事项目任务数。
【创新创优】 “爱心亭”项目　 继续做好“爱心
亭”项目的推广，３月，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授予
区残联“助残创新奖”。用“爱心亭”为残疾人搭
建就业平台，全年共举办“爱心餐饮”培训班２期，
培训残疾人５９人。

“雷锋邮路”助残志愿者服务队建设　 与邮政
部门共同打造助残志愿者服务队———“雷锋邮
路”。全区残联系统工作人员和邮政工作者分别
和残疾人家庭结对帮扶，切实做到“四个一”（每月
看望一次残疾人，和残疾人谈一次心、听残疾人一
个建议，为残疾人做一件事），让残疾人感受到社
会帮扶的温暖。

残疾儿童筛查工作进乡村　 残疾的早筛查、
早发现、早康复是有效预防残疾的重要手段。以
往残疾儿童的发现主要靠医疗机构上报，基本上
是儿童已经发生问题家长才带去就医，医院发现
一例上报一例。２０１６年，区残联携医疗机构走进
乡村筛查残疾儿童，免费为２ ～ ６岁儿童进行视力
检测，共检测儿童１７００名，共筛查出弱视、斜视、
散光、近视儿童８９名。

民族宗教事务
【概况】 淮阴区是江苏省民族宗教工作重点县
区，有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三种宗教，经批准登
记宗教活动场所１７４处，信教群众４万人，其中基
督教１７０处、伊斯兰教清真寺２处、佛教２处。有
回、苗、彝、壮等３４个少数民族共３６００人，有１个
民族村、３个民族组。
【宗教工作】 创新用人育人机制　 以德才兼备、
有较高声望为标准，有计划培养人才，全区有牧师
６名、长老９名、神学院校毕业生２１名、阿訇６名。
分层次组织基督教长老、传道员及神学生等宗教
教职人员赴省、市培训。９月６日，区基督教“三
自”爱国会组织开展中青年传道员讲道比赛。

码头镇张庄镇村民族村建设

开展爱国主题教育　 春节后组织１７０名宗教
教职人员全脱产业务培训，为期半个月，内容涉及
爱国主义及党史讲座、宗教会议精神及年度工作、
档案管理、财务管理等各个方面。５月，组织１９名
教职人员参加市民宗局爱国主义教育培训班。１０
月，组织宗教团体和部分宗教教职人员２２人到井
冈山革命老区开展爱国主义实境教育。

星级宗教场所、和谐平安寺观教堂创建　 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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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公安部门做好“打邪制非”集中整治，印发反邪
教宣传资料１万份，分发到各宗教场所。６月，在
宗教系统组织开展宗教政策法规学习月活动，受
教育信徒２万人次。开展星级宗教活动场所创建
活动，创成星级宗教活动场所四星级３个、三星级
３个、二星级５个、一星级２个。

开展慈善公益活动　 开展“爱心奉献日”“宗
教慈善周”等活动，共筹集善款２０万元，全部用于
助学、助困、助医等。５月２８日，江苏基督教儿童
关怀项目在淮阴区“三自”爱国会启动，３８名学生
获资助，总受助金额７万元。６月２３日，引导组织
宗教界对阜宁龙卷风灾害事件捐助善款５万元。
８月２２日，淮阴区举办统一战线光彩事业暨宗教
慈善资助百名优秀大学生资金集中发放仪式，宗
教界一次性资助５８名大学生，每人２０００元，计
１１ ６万元。
【民族工作】 争取资金　 组织申报中央和省少数
民族发展扶持资金项目４个，争取资金１６５万元，
用于实施民族村组道路、文化广场、山羊养殖等。

食品补贴　 落实有清真饮食习俗少数民族食
品补贴，为全区符合条件人员按时足额发放，发放
标准每人１３２元／年。

维护民族团结进步　 ７月１３日，江苏省淮洲
中学文化艺术中心主题教育馆被江苏省民委命名
为首批“江苏省民族团结进步主题教育馆”。

培训观摩　 码头镇张庄镇民族村被省民委选
为少数民族特色村镇建设培训班观摩点。全省少
数民族特色村镇建设培训班７月份在淮安市举
办，期间，观摩淮阴区码头镇张庄镇村特色村镇建
设先进经验。

优生优育
【计生奖扶】 ２０１６年，淮阴区对参加合作医疗并
持有《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扶助证》的对象
及其子女，住院可报医疗费减去起付线后，按
１００％的比例进行报销。建立计划生育特殊家庭

联系人制度，为每户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明确一名
乡镇领导干部和一名村（居）委会干部作为帮扶
“双岗”联系人，并明确联系人的责任，围绕联系对
象的需求开展精准服务。对全区１０７户计划生育
特殊家庭每户发放２０００元的帮扶金。
【计生指导】 １月１日起，全区正式实施全面二
孩政策。２０１６年度，全区共出生１ ０６万人，出生
率为１２ ０７‰，出生女性为５１６９人，出生婴儿性别
比为１０５ ２４。其中政策内出生１ ０４万人，政策外
出生１７４人，出生政策符合率为９８ ３６％。全区全
面实施二孩政策衔接有序。通过市卫生计生委对
各县（区）“新国优”创建资料的规范度、完整度进
行的集中评审和重点核查，并作为市拟推荐的新
一轮全国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先进单位上报省卫生
计生委。淮阴区成功创成新一轮全国计划生育优
质服务先进单位。
【流动人口管理】 淮阴区在江苏省流动人口卫
生计生服务管理信息系统中共入库５ ５８万人，
育龄妇女２ ６４万人，已婚育龄妇女２ ０４万人，
上传提交省外信息１ １０万条，提交省内流动信
息２ ２０万条，回复协查信息１ １４万条，回复率
１００％。处理各地来电来函４３６７次。流动人口
服务管理率达９６ １２％。２０１６年，淮阴区的全省
流动人口综合管理平台进入全面改革更新状态，
能够在网上及时、快捷地为广大育龄人群办理相
关证件。特别是电子婚育证明的上传打印以及
承诺书的下载等重点工作。达到“信息化建设
年”的相关标准。
【信息化建设】 淮阴区域健康人口健康信息平台
日益完善，数据对接工作持续推进，完成与省平台
数据对接工作，实现区域卫生信息平台与医疗卫
生机构之间的互联互通和信息共享，逐步实施跨
行业数据共享、部门协同的区域信息体系。年内
向省卫计委提出区域人口健康信息平台三级评审
申请，受到省评价组领导的一致认可。网络基础
设施建设、网络信息安全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和
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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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

交　 通
【概况】 至２０１６年底，淮阴区公路总里程达
２１３８ ３８１公里，公路密度达１ ６９２公里／平方公
里。其中高速公路９０公里，一级公路８２ ８１５公
里，二级公路２３２ ０５公里，三级公路１０６ ３３４公
里，四级公路１４２７ ７２６公里，等外公路１９９ ４５６公
里。航道总里程达１５８ ３７公里。其中三级航道
２３ ２９公里，六级航道７０ ０４公里，等外航道３４ ６９
公里，专用航道３ １７公里。港口２５个，码头泊位
７５个，码头总延长３５８３米。铁路里程达６９ ５３公
里，车站２个。年内实施总投资近１１０亿元的公
路、铁路、水运、城镇公交四大类１７项工程，部分
工程已提前竣工交付使用。５０３省道淮安机场连
接线、新许渡大桥续建工程达到序时进度。撤渡
建桥江渡人行桥开工建设。完成新改建农路９５
公里，占年计划１９０％（任务数５０公里）、农桥改造
完成３５座，占计划３５０％（任务数１０座）。淮阴港
区城东作业区１号港池主体结构基本完成，２号港
池已进场施工。淮阴港城西作业区完成试运营。
连淮扬镇、徐宿淮盐铁路淮阴段全面开工建设并
完成省定年度目标任务。
【运输生产】 全年完成农村客运量５５０万人次，
旅客周转量６７５０万人公里；货运量２９９ ９５万吨，
货物周转量１９ ４９７亿吨公里。完成水路货运量
２２６ ４万吨，货物周转量１０ ０２７８亿吨公里。
【行业管理】 集中对擅自拆卸护栏、马路市场、边
坡种植、广告横幅、乱堆乱放等行为开展专项整
治；加强科技管理手段运用，建立全市首个公路指
挥分中心，实时监控路网运行状态，实现公路管理
与服务智能化、可视化和信息化；加强施工路段管

理，做好区域供水工程、高铁建设工程的服务工
作，加强３２５省道丁集联络线道路改造工程、农路
提档升级、农桥改造工程的监管。做好２３３国道
“畅安舒美”示范路创建前期路域环境整治工作，
加强对未经许可涉路施工、道口搭接等违法行为
的查处，全年共处理路损案件６１起，办理行政许
可６件，清理非公路标志１１００块、占道摊点１５００
处、堆积物７１００平方米。建成刘老庄、码头等１１
个农村客运站及１２０个站亭；全年新开通５个乡
镇镇村公交。至年底，共开通凌桥、丁集等１２个
乡镇的镇村公共汽车，镇村公交覆盖率达
５７ １４％，惠及１３６个行政村、９个居委会、４４万群
众。区公共交通服务中心具备公交车进场使用的
条件并有部分公交车辆进场使用。协调市公交公
司制订出台公交线路优化方案，开通５条、优化３
条线路。培育泽宇、安吉２家国家ＡＡＡ级物流企
业。全区有维修企业１７３家、驾校１９所。完成内
河船型标准化工作。坚持巡航制度，实行动态管
理，发现违法行为及时制止，杜绝新的违章产生，
营造安全畅通的通航环境，辖区航道干、支线通航
保证率分别达９５％和９０％以上。利用航政车、艇
巡航２８２天４１００公里，对违规行为及时制止，发
出相关法律文书，共发出违章行为通知书１０份，
制止擅自建设临河设施行为１０起，办理行政许可
８起，实施行政处罚８起。
【节能减排】 新增ＬＮＧ车辆６辆；万邦汽车修理
厂采取废油回收、油水分离等节能减排技术获得省
交通厅奖励２５万元；驾驶员培训中心新增驾驶模拟
仪３０台。推进全区４８５辆２００５年底前注册的营运
黄标车完成淘汰。辖区１１家港口企业设置岸电箱
１９套，ＬＥＤ节能光源３２８盏。全年辖区共有２１家
港口企业设置岸电装置３９套、节能灯具６５８盏，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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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系统覆盖率达８４％，港口节能照明覆盖率
达９６％。
【文明建设】 及时更新“江苏文明单位在线”信
息；区交通运输局及公路站、运管所、航道站均通
过省级文明单位复审；完成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布
置的各项任务；先进典型华红梅被评为淮阴好人；
开展文明交通志愿者、无偿献血、火车站志愿者等
活动，注册志愿者达比例要求。全年开展“道德讲
堂”活动５次；加强先进典型的培树，发挥典型示
范引领作用。获“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度江苏省群众性
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称号。
【法制建设】 向社会公开公示行政“权力清单”
和“办事指南”；落实“双公示”制度，推进权力网
上公开透明运行；强化执法监督，规范执法程序，
落实执法责任，推进廉洁公正执法；创新交通行政
执法方式，推广使用不停车超限检测系统、视频登
记和手机缴费系统、无纸化文书制作等非现场执
法方式；作出行政许可决定１００２项，实施行政处
罚案件６７３例，无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

水　 利
【水利基建工程】 ２０１６年，淮阴区完成水利基建
工程总投资０ ９１亿元，主要实施分淮入沂综合整
治、黄河故道综合整治、淮泗河治理增补等工程。
完成分淮入沂年度建设任务５０００万元；完成黄河
故道综合整治工程年度建设任务４０００万元；完成
淮泗河治理增补工程年度建设任务１００万元；完
成民便河、孙大泓治理工程竣工验收。
【农田水利工程】 完成农田水利建设总投资
１ ７２亿元，主要实施农村河道疏浚和河塘整治、淮
涟灌区节水改造、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中央统筹
资金项目、千亿斤粮食项目、农桥项目、农村饮水
安全（４６０３ ７３万元）等工程，所有目标任务全部
完成。通过实施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新增有效灌
溉面积２ ４万亩，新增旱涝保收田６ １万亩，新增
节水灌溉面积６ ４７万亩，农田灌溉水利用系数达
０ ６０２。通过实施区域供水，解决９ １４万人饮水
不安全问题，小型农田水利管理达标率达到９０％。
２０１６年，全区农田水利现代化指标为８５分，完成
省市跨越发展目标，为服务“三农”、服务民生和全
区建设小康社会奠定坚实基础。管护的一系列制
度全部建立并出台，全面完成小型水利管理体制

改革任务。建立和完善农村河道长效管护机制，
保证管理队伍和经费落实到位；创建水美村庄１
个，成立农民用水合作组织８个。
【防汛抗旱】 开展汛前、汛后大检查，清除所有
影响防洪安全的违章设施，保证全区水利设施运
行正常，消除安全隐患，并将检查结果上报市防
指。严格执行市防指调度指令，做好２４小时防
汛值班工作，区水利局领导班子成员亲自上岗带
班，密切关注雨情和天气变化，及时报送灾情、险
情等各类防汛防旱信息。严格落实各项防汛防
旱责任制；修订完善各类防汛防旱工作预案，并
印刷成汇报资料，发放到相关单位。对照防汛责
任状要求完成防汛物资的储备任务。落实水利
工程管理责任制，确保安全运行，无重大责任事
故。开展１８条省级骨干河道管理考核工作；深
入开展达标创建工作，六塘河船闸管理所创省三
级水管单位；涉河建设项目依法办理行政许可，
并对其进行监管。完成２０１６年度省、市级防汛
应急工程、２０１６年度省、市级水利工程维修养护
项目等工程。
【水资源管理】 全面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
度，全区用水总量３ ７５亿立方米，地下水用水总
量２４７ １２ 万立方米，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达
８５ ４％，完成市科学跨越发展指标任务。加强水
功能区和入河排污口监管，加强二河、古黄河饮用
水源地巡查保护，完成《淮沭河饮用水源地达标建
设方案》编制；严格地下水双控制管理，完成１２眼
地下水井封存工作，超采区得到有效控制；强化省
水资源管理信息系统维护巡查工作，取用退水数
据录入率、系统在线率达９５ ２％以上。
【节约用水】 开展节水型社会建设及节水型城市
创建，实施节水“三同时”制度，落实计划用水管理
制度，强化节水载体建设，完成１０家省级节水载
体复检，对淮阴师范学院、江苏嘉源元明粉等６家
企事业单位开展水平衡测试，创成省级节水型企
业（单位）１家、省级节水型学校２所，完成年初下
达的工作任务。
【水环境整治】 牵头开展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
完成国家级生态区和低碳城市创建工作年度目标
任务；完成水文化建设相关目标任务。开展孙大
泓、崔大泓沿线的河道管护保洁，保持河内水面清
洁，为城乡居民打造良好的用水环境、生态环境和
居住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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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行政执法】 坚持政务公开，有重点、有步骤地
开展法治建设。开展“六五”普法活动，组织世界
水日、中国水周、国家宪法日等宣传教育活动。进
一步完善行政许可、行政服务相关制度、流程等，
做好上级下放行政权力的承接工作。建立健全各
项依法行政配套制度，规范水行政执法与监督；严
厉打击河道非法采砂；加强执法巡查，及时发现、
制止水事违法行为，依法查处水事违法案件，结案
率达９５％以上。全年组织开展执法巡查１４６７次，
共５８９４人次，出动车辆１４６７台次，船艇２５４航次，
及时发现并当场制止违法行为１５起，驱离非法采
砂船２８５船次，摧毁采砂机具４０船次。
【活动坝水利管理所】 淮阴区活动坝水利工程管
理所（由２０１２年原淮阴区活动坝水力发电站更名
而来）位于江苏省杨庄闸北首３５０米处废黄河旧
河床上，与江苏省杨庄闸平行，上游与淮河流域的
二河、淮沭河、大运河、盐河五河相连。管理所始
建于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１９８０年２月并网发电。担负
防汛、抗旱、排涝、灌溉等任务于一体，并利用过水
流量创造效益，特别是在干旱、洪涝的特殊年份，
发挥重大作用，为周边地区的工农业生产、人民的
生活做出巨大贡献，取得显著地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该所２０１２年成为淮安市三级水利工程管
理单位，２０１５年通过江苏省三星级档案管理测评、
江苏省三级水利工程管理单位测评。２０１６年，发
电上网量达７８８万度，上网收入为２９８万元，综合
经营收入为５８万元。
【盐河闸水利管理所】 淮阴区盐河闸水利管理所
为原盐河水力发电站，位于京杭大运河、淮沭河、
盐河及废黄河的交汇处，距五河口大桥３００米，利
用洪泽湖和骆马湖水，在盐河引水渠首兴建而成。
它利用灌溉、航运、泄洪和连云港的工业用水发
电，是平原地区水能综合利用、梯级工程开发之
一。该站占地面积８９０３ ２７ 平方米，建筑面积
７ ７１万平方米。
【河湖管理处】 河湖管理处负责淮阴区境内流域
性河道堤防工程及水利配套设施的管理和维护工
作，强化对堤防植被及护堤林木的管理，防止水土
流失。根据地区汛情、旱情，做好汛期查险和防汛
值班工作，协助区防指组织当地群众参加抗洪抢
险和抗旱减灾。负责区境内流域性河道堤防（湖
泊）水政管理工作，协助水行政执法部门依法查处
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内的水事违法行为。２０１６年，

利用“３·２２”世界水日等宣传契机，开展丰富多彩
的宣传活动，通过发放宣传手册、湖泊联合巡查等
宣传手段，激发沿湖群众自觉维护湖泊生态健康
的意识；在流域性河道要道口、水利工程保护等重
要位置设置固定宣传牌数十块，向沿堤群众宣传
加强河道管理的重要性。实施网格化管理，将境
内洪泽湖划分陆域网格４个、水域网格１４个，组
织人员每天对陆域网格巡查１次、每周对水域网
格巡查不少于２次，通过严防死守，全年境内无一
例非法影响圩堤安全的事件发生。

城市规划
【概况】 ２０１６年，全区规划工作以规划编制为抓
手，精心谋划，着力提升城乡形象。配合做好城市
总体规划修编工作，高起点谋划淮阴区未来发展
空间布局；在上位规划基础上，委托清华同衡规划
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编制淮阴区空间发展战略与
总体城市设计；完成《淮阴经济开发区新渡片区
（淮阴工业园单元ＨＹ０９）局部地区控规》《淮安市
新渡单元ＨＹ１０局部控制性详细规划》控规修编；
配合市规划局做好地下管线综合、轨道交通线路、
停车设施布局、快速路一期等规划方案编制设计。
组织完成棉丁、赵集、码头等片区规划；组织完成
国家级重点镇渔沟镇、徐溜镇总体规划；组织完成
码头历史文化名镇保护规划；组织完成码头镇等８
个乡镇镇村布局规划；组织完成２０个乡镇集镇控
规的编制、完善工作。
【城乡规划管理】 ２０１６年，规划分局以依法管理
为途径，严把程序关、审批关，切实维护规划严肃
性。在规划实施过程中，凡涉及城乡规划重大协
调、决策和技术咨询的规划项目，一律提请市规划
委员会和规划咨询委员会审议，全年提请审议事
项６项。建设项目规划设计方案经论证、审查通
过后，严格按程序上报批准，全年批准规划设计方
案８７份。规范做好规划条件核发和“一书两证”
许可，全年核发规划条件４７份；核发《建设项目选
址意见书》１２份；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２７
份，许可建设用地面积约１３４ ７１万平方米；核发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１９１份，许可建筑面积约
９１ １３万平方米。强化规划批后管理，严格做好规
划核实工作，全年规划核实５０次，核实建筑面积
约１６１ ４９万平方米。加强地下管线规划建设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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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引导区城市地下管线规划建设管理工作逐步
走上规范化轨道。
【规划公示及舆情应对】 规划分局为确保社会公
众的知情权，做好规划公示工作，确保规范、准确、
及时。要求经审批的建设项目在建设工地按统一
格式悬挂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公示牌；对经营性和
市民关切的项目一律予以批前公示和批后公布；
对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项目，做到在项目现
场、新闻媒介及规划网站进行公示，充分听取群众
的意见。及时应对舆情、信访，完成“阳光纪检”
“政风热线”“１２３４５”“美丽淮安”“局长信箱”等舆
情信访平台回复答复５０次。对到访人员接待热
情、解释到位，全年接待到访１０次。
【规划宣传教育】 规划分局通过各种途径和手
段，精心组织城乡规划法律法规的学习宣传活
动，全面提高规划意识。先后在黄河广场、大润
发门前、渔沟、徐溜等国家级重点镇开展《中华
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及淮安城乡规划宣传、
咨询，现场解答市民提出的规划疑难问题；在重
要地段及重点乡镇悬挂城乡规划宣传横幅，发
放宣传资料４００份。在多个地点树立规划宣传
牌，积极展示规划成果。组织城建、交通、各乡
镇主要负责人参加上海交通大学举行的城乡规
划培训班，组织本单位工作人员外出学习培训
２０人次。

城乡建设
【概况】 ２０１６年，淮阴区建筑工程质量验收合格
率达１００％，全年累计下发安全隐患整改通知５１５
份，整改率１００％。全年实施市政项目１７个（含
２０１５年结转项目），开工建设项目１５个，完成投资
４ ５亿元，完成西安路改造、银川路北延、北京西路
西延、长江东路东延等７个项目；淮海北路延伸过
铁路、双和村铁路道口改造及接线、承德路盐河
桥、淮沭河水厂二期、增加泵站等７个工程在建，
古淮河纪念桥项目完成施工招标。城市化率达
５１ １％。全年实施绿化项目１９个，工程总投资约
１ ３亿元，新增绿化面积４０ ０５万平方米，绿化覆
盖率达４０ ３６％。渔沟镇、徐溜镇完成投资６ １７
亿元，“十个一”基础设施配套项目基本完成。实
施２８５户农村危房改造，安排危房改造补助资金
３９６ ３８万元。

【住房保障】 区住建局对１４６户困难家庭发放补
贴款４４ ８３万元。新开工保障房１０１３套，分别为
政府购买棚户区安置住房金润城项目５９４套和棚
户区改造货币化安置４１９户；基本建成保障性住
房１７６７套，分别为政府购买棚户区安置住房金润
城项目５９４套、棚户区改造货币化安置４１９户、
２０１５年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奥体星城项目６３４
套，以及江苏中立方实业有限公司职工宿舍楼公
租房１２０套。实施颐和花园、桃李北苑等民生工
程建设，颐和花园一标段主体结构验收全部完成，
二、三标段地下室结构完成７０％，桃李北苑交付
使用。
【老旧小区改造】 完成国税公寓、星光苑小区、富
豪花园、天一小区、二建公司宿舍楼等２０个老旧
小区改造，总投入资金１４００万元，改造面积３２ １８
万平方米，惠及居民３３４６户、１ ２万人。其中国税
公寓小区被纳入到２０１６年度省城市环境综合整
治项目。
【房屋征收】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严格按
照市“十公开”标准要求，主动亮底，人性化征收，
和谐征收，阳光征收。全年启动实施原计生委、老
汽车北站、成大宿舍楼及周边等１８个房屋征收项
目，涉及被征收户２２３８户、面积４２ ９１万平方米。
原计生委、香港路西Ｃ地块、成大宿舍楼及周边等
１３个项目全部完成，老汽车北站、淮阴师院东等５
个项目正在推进，累计签约１８３７户，征收面积
３４ ８５万平方米。
【村庄环境整治】 １月，淮阴区通过省级正式验
收，全区村庄环境实行常态化长效管护。创成市
级美丽乡村（康居村庄）６个：码头镇泰山村武庄、
码头镇码头村圩闸门、刘老庄乡郑河村绿色家园、
古寨乡九房村集中居住点、丁集镇劳动村周庄、棉
花庄镇大福村大福居住点。
【行业管理】 组织企业对照新资质标准，做好建造
师、技术工人、现场管理人员、职称人员录入工作；
开展建筑产业现代化基地申报工作，在２０１５年成功
申报远翔系统化窗生产基地的基础上，２０１６年组织
苏淮装饰门窗申报生产基地；推进特级企业创建，
邀请市局领导，深入翔森公司，召开现场办公会，牵
头开展甲级设计院合作洽商，带领企业到南京大地
建设集团学习特级资质创建成功经验。

全年实现建筑业总产值２５２ ６７亿元，外出施工
产值１４２ ２１亿元，组建规模市场７个，获得国家级

５０１基础设施　



专利７个，国优工程５个，省市标化示范项目１６个，
ＱＣ成果奖２６个，各项指标保持全市前列。
【市政建设】 围绕“完善城市功能，改善城市形
象，提高城市品位”工作目标，做好城市长效管理
巡查、维护，及时完成交办任务。先后维修长江东
西路、黄河东西路、北京东西路、沈阳路等主次干
道５ ３７万平方米；南昌路、北京路、沈阳路等道板
砖１ ６２万平方米；新栽承德路、北京路、银川路等
路缘石８５５０米；完成北京东西路、长江东西路、珠
江路、银川路等标线出新４ ２万平方米；安装维修
珠江路、黄河路、淮海路等护栏６８０６米。共完成
长效管理交办单６７４张，合计１８００余件；完成淮
河路大修工程。抓好市政设施养护管理，全年清
掏下水道雨污水管３１２公里，维护管理道路总面
积达３９３万平方米，全年维修道路１ ８５万平方
米、人行道２１１５ ５平方米，维修路牙１９０米，维修
窨３３６座、雨水井３１６座，更换窨井盖７０６只、雨水
井盖８３６只。
【江苏同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该公司是原淮阴
区一建公司经改制、重组、兼并后成立的大型综合
性建筑企业，是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唯一双一级
大型建筑企业。拥有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一
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具有境外
工程承包经营资格。公司为中国建筑施工管理协
会会员单位、江苏省“ＡＡＡ”级资信企业，公司通过
ＧＢ ／ Ｔ １９００１ － ２０００ｉｄｔ、ＩＳＯ ９００１：２０００质量管理体
系认证、ＧＢ ／ Ｔ ２８００１ － ２００１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
系、ＧＢ ／ Ｔ ２４００１ － ２００４ － ＩＳＯ １４００１：２００４环境管
理体系的三位一体管理体系认证。对外投资业务
涉及市政、住宅、商业工程建设、房地产开发、酒店
业、建筑建材生产销售等多个行业。
【江苏翔森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该公司是原淮阴
区二建公司被南京雨润食品有限公司购买兼并后
更名的企业，是一家以建筑安装为主，集市政道
路、钢结构、消防、装饰装璜、建筑幕墙、智能化设
计施工、地基基础施工等多种产业相结合的综合
性施工企业。公司具有国家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
承包一级，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设计与施工一级资
质，建筑幕墙工程设计与施工二级资质，市政公用
工程总承包二级，钢结构专业承包二级，建筑智能
化工程专业承包三级、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地基与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资质。公司注
册资本３亿元，下设１０个职能部门（含１个省级

企业技术中心），９家土建总承包分（子）公司，１个
甲级设计院，５家专业承包公司和５个项目管理公
司。有员工１２００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１０００人，
超过９０％具备大专以上学历；拥有高级职称３５
人，中级职称９４人，初级职称１４６人，一级建造师
５２人，二级建造师５６人。企业资产总额为５６亿
元，拥有各类大型施工机械设备。

房产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６年，淮阴区执行房地产调控政策不
动摇，促进房价合理回归，加快商品房去库存工作，
满足住房供应需求，推动全区房地产市场健康有序
发展。全区在建开发项目３５个，全年完成房地产开
发投资５５ １１亿元，比上年增长４３ １％；商品房新开
工面积４７ ８８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５ １％；商品房
竣工面积６１ ３９万平方米，比上年下降１４ ４％。
【房地产销售】 全区销售商品房１ ０１万套，销售
面积９９ ９３万平方米，分别比上年增长３４ ８％和
４５ ６％；其中销售商品住房７９９２套，销售面积８８ ７１
万平方米，分别比上年增长６４ ６％和６２ ５％；商品
房销售均价４８４２元／平方米，其中商品住房４５８２
元／平方米，分别比上年增长１ ７％和２ ３％。
【房地产预售许可】 全年新批商品房预售许可面
积８３ ７４万平方米，比上年上升１４ ９％。其中住
宅预售许可面积６９ ４６万平方米，比上年上升
５１ ６％；商业预售许可面积９ ７４万平方米，比上
年下降４１ ５％。
【产权登记管理】 ２０１６年，上半年共办理所有权
登记９８３３起，核准面积１２４万平方米；抵押权登
记６１８７起，核准面积２４０万平方米；预告登记
５２４１起，核准面积５６万平方米；其他登记８１８起，
核准面积３５万平方米。从６月１６日起实行不动
产登记，至１２月３１日共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
４９８３件，信息利用查询２４５７６件，抵押权登记７５２５
件，首次登记５５５２件，查封登记１１６４件，其他登记
１１４９件，预告登记７７７９件，注销登记８７件，更正
登记４７件，变更登记９件。

城市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６年，全区城市管理工作以制度建设
为基础，以强化队伍建设为手段，以打造“铁人、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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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铁手腕”“三铁”队伍为目标，依法行政、文明执
法，开展市容环境秩序综合整治，积极推行精品
化、精细化、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市容市貌得到明
显改善，城市管理水平不断提高，队伍规范化建设
不断迈向新台阶，营造整洁有序的城市环境。区
城管局在全市城市长效管理综合考核、防违治违
考核中保持零扣分；环卫工作十次获得全市第一、
一次第二，获得省文明单位、市廉政文化示范点、
区“五一”巾帼标兵岗等荣誉称号，队伍建设和制
度建设相继被中央电视台、江苏电视台报道。
【市容整治】 春季市容卫生环境综合整治　 ３
月～ ４月，该局对辖区内主次干道、主要商业区等
重点区域流动摊点、违规广告、超出门窗经营等开
展整治。以问题为导向，全面排查问题，细化责任
清单，制订详实的整治方案，明确整治目标、整治
步骤、整治任务和工作措施。市容环境卫生整治
工作取得明显成果，显著改善和提升城区市容环
境卫生质量。共处罚流动摊点和超出门窗经营
１４５起，清理杂物１０００处，清除违规广告牌１６０
块，清理破损及不规范广告、乱张贴２０００处。

取缔小营广场马路市场　 小营广场马路早市
市场形成２０年，有２００个摊点，每天凌晨三点左
右摊点陆续占道叫卖，既带来交通安全隐患，又严
重影响市容环境卫生质量，周边居民多年来反映
强烈。此次整治从前期宣传到强制取缔，用时不
到十天，成功根治，取缔市场，还路于民。

整治香港路铁道以北路段　 ３月，区城管局针
对香港路延伸段店外经营、堆放杂物、乱搭乱建、
流动摊点、积存垃圾等现象大量存在，市容环境卫
生状况非常差等情况，开展整治行动。共取缔流
动摊点６０个，拆除乱搭乱建６０处、违规破损户外
广告（店招店牌）９０处；清理杂物、积存垃圾７０
车，清除乱张贴１２００处、乱拉乱挂３４０处。整治
后的香港路延伸段，秩序井然，卫生整洁，市容面
貌焕然一新。

整治住宅小区　 区政府出台《淮阴区住宅小
区和生活大院管理实施意见》，将属地住宅小区和
生活大院纳入社区社会管理，明确村居、社区管理
小区的责任。通过整治，城区２３０个住宅小区和
生活大院清理各类垃圾、杂物６００吨，清理乱堆乱
放、乱拉乱挂、乱停乱放等６５００处，整改毁绿种菜
５００处，补植绿化１５００平方米，规范广告牌２１０
块，维修公用设施３５０处。

“９３１”整治　 淮阴区“九整治”项目１８个，“三
规范”项目３５处全部完成；新建１座、改造４座公
厕，新建停车位３００个。①城郊结合部、棚户区整治
工程。营西村城、三朱村城郊结合部改善全部完
成；府升小区三期２３０户，淮阴医院东地块１２６户，
母爱公园北地块３５０户，均拆除完毕。②老旧小区、
背街小巷２类整治工程。全部完成项目整治内容
排查及方案制订工作，其中国税公寓老旧小区改
造，共维修墙面５５０平方米，屋面３０００平方米，铺设
下水道１７０米，安装路灯和监控、粉刷楼道、更换和
维修落水管道、实施自来水改造分户，整治工作基
本完成；１０条背街小巷整治全部完成。③低洼易淹
易涝片区和在建工地整治。曙光路片区和珠江路
片区两片低洼区域全部完成整治；４个在建工地全
部完成整治。④城市设施改造项目。完成休闲服
务设施１０处、环卫服务设施２２０处、信息服务设施
２０处以及美化亮化设施２０个以及新建交通服务设
施１００个。在城区新建１座、改造２座公厕，新建公
厕选址火车站广场东入口处，全部投入使用。⑤婚
纱城停车场建设。位于婚纱城顶楼，新增停车泊位
３２０个，完工并投入使用，有效改善停车难问题。
【长效管理】 ①开展示范精品创建活动。每月开
展示范路段、星级路段、示范小吃城、文明科室、六
好中队“双十佳”等创建评比活动，以创建评比促先
进，在局内形成“比、学、赶、帮、超”的氛围，并实行
当月考核，当月兑现奖惩，切实提高市容精细化管
理水平，调动工作人员积极性。每月示范路创建率
达８５％以上，示范单位创建率达９３％以上。②实行
重点区域与重点时段相结合。对学校、医院周边等
重点区域加大管控力度，抓好国庆、元旦、春节等法
定节假日和城区重大活动期间的市容环境秩序工
作。在日常管理上，坚持时间和空间两个全覆盖，
时间上执法大队实行早中晚班制，早上６：００至晚上
９：３０不间断巡查执法管理。渣土管理实行２４小时
三班制，全天候管理；空间上管理范围无死角。对
流动摊点、占道经营、抛洒滴漏、非机动车停放等市
容管理难点，通过处罚率考核着力破解管理难题，
落实长效管理举措，提升市容环境整体管理水平。
③完善考核奖惩制度。实行年度目标考核和日常
考核相结合，进行周点评、月评比、季总结、年考核，
环环相扣，推进城管工作。④创新渣土管理。渣土
处置引入第三方审计，不准人为丈量规定，有效杜
绝费用的跑、冒、滴、漏。搭建供需平台，对建筑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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潢垃圾实行零收费管理。督促施工场地安装摄像
装置，对带泥上路、偷运现象等违章行为进行有效
监督。共处罚带泥上路等违章行为２４起。⑤创新
防违工作机制。实行３分钟上报、４８小时拆除制，
即在查处到违章后，要求在３分钟内上报，４８小时
内拆除，有效避免工作人员弄虚作假。全年共拆除
违章建筑７７９７平方米。
【爱心城管】 爱心助学　 每年从淮州中学和淮海
中学遴选出十名品学兼优的贫困学生，跟踪资助３
年，直到他们完成高中学业。该项活动自２０１２年
开展，累计捐款３５万元，资助５０名学生。

无偿献血　 在环卫工人节、世界志愿者日两次
开展职工义务献血活动，为社会公益事业尽一份力
量，也让爱心城管的理念得到更深、更广的践行。

帮扶困难家庭　 开展“党员干部帮扶困难家
庭”活动，逢年过节，党员干部走访慰问王营镇东
街社区、老张集乡郑湾村、张集村、孙圩村等村
（居）１７户困难家庭，给予他们物质上及生活上的
帮助。

关爱弱势群体　 针对流动摊点多、管理难且
经营者大多是弱势群体等特点，有效实行疏堵结
合。建设西坝小吃城、洛阳路小吃城两个疏导点，
有修车点、苏食早餐、周三包子等便民点２６０处。
通过疏导的方法，既维护市容秩序，又充分考虑民
生问题。

国土资源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６年，全区国土资源管理工作围绕
“十三五”工作目标要求，以“保护资源、保障发展、
维护权益、改革创新、优化作风”为抓手，建立健全
保护、保障和调控新机制，建设“能力强、素质高、
形象好”的干部队伍，塑造“为民、务实、高效、清
廉”的良好形象，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区
国土局被市国土局表彰为“国土资源管理工作先
进集体”；被区委、区政府表彰为“行风暨软环境建
设优胜单位”“部门差别化考核优秀单位”；王营、
西宋集中心所分别被市总工会授予“模范职工小
家”“工人先锋号”称号，行政审批科被市总工会评
为“巾帼示范岗”，被市政府法制办抽查的一宗案
卷评为“十佳案卷”；在淮安市优秀测绘工程评选
中，赵集矿区采输卤管线数据库建设工程、淮安城
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建新区２０１６年度第４批次

（１５挂）土地勘测定界，分别被评为二、三等奖。
【国土资源保护】 实施土地整治及高标准基本农
田建设项目６个，项目总规模７ １万亩，总投资
１ ５亿元，新增耕地面积４２７亩；实施城乡挂钩项
目３３个，面积为３９９５ ８亩，新增耕地面积３９３０ ８
亩；启动实施耕地占补平衡项目２５个，建设规模
为１４２６ ８３亩，实现新增耕地面积１４１５ ８６亩；开
展土地动态巡查８３次，确保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
定的耕地和基本农田数量不减少、质量有提高。
【保障经济发展】 争取下达全区用地指标４９０７
亩，向上争取资金４６１５万元，协调国家级高新区
创建获得国务院批复；５个建新实施方案获得省国
土资源厅批复，共１９９７亩；完成国家级省级预审
项目２个，面积３４５亩，完成市级项目初审５２个，
计３９３７亩；供地２８宗计１７６２ ８亩，收取土地出让
金４０６６５万元；处置已出让未开发地块９宗；会同
区农委对温氏畜牧等３４宗设施农业项目用地进
行备案，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充足的用地
保障。
【维护群众权益】 依法转、征用农民集体土地８
批次、面积２５７０ ７亩，落实征地预存款２３７４４ ８万
元，拨付区财政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和一次
性生活补助１ ６４亿元；办理来信１３８件、来访６２
件、阳光信访平台３０件、来电２１件；接待不动产
登记办事群众３万多人次，受理各类审批事项
２ ３４万件，颁发不动产权证书６３７２本、不动产权
登记证明６０７６本，全国首本铁路不动产权证１２
月１２日在淮阴区颁发；先后３次赴企业进行调
研，到王营镇、三树镇、古寨乡、棉花庄镇、西宋集５
个乡镇进行帮扶和慰问贫困户；开辟“绿色通道”，
建设“慧眼守土”工程和“四全”服务模式建设，招
标开展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大调查，有效维护人民
群众的涉土权益。
【改革创新】 编制完成的《江苏淮安国家农业科
技园功能片区土地利用规划（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获
省厅批复；提请区政府办印发工业用地先租后让
和弹性出让实施意见，采用先租后让方式挂牌的
高新区和渔沟镇２宗１８５ ５７亩工业用地顺利成
交；第一批同一乡镇布局调整老张集乡试点及第
二批徐溜、渔沟试点工作，均在全省率先完成拆旧
复垦工作，一次性通过市局验收，确认新增耕地
１３４６ ３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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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
【生态建设】 完善区级政策方案　 贯彻落实《中
共江苏省委、江苏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的实施意见》和全市生态文明建设大会精
神，制定《淮阴区生态文明建设行动计划》。同时，
根据《淮安市环境保护网格化划分及监管实施方案
（试行）》要求和有关省、市文件精神，结合淮阴区实
际，制定印发《淮阴区环境保护网格化划分及监管
实施方案（试行）》，组织开展二级网格巡查员业务
培训活动，进一步完善全区环境监管体系，切实改
善环境质量，保障全区生态环境安全。

国家生态区创建　 创建国家生态区后，淮阴
区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建设乡镇污水处理厂、垃圾
中转站等环境基础设施，完善“组保洁、村收集、镇
转运”垃圾收集处理体系，持续推进镇村环境整
治。２０１６年，通过国家级验收，并得到环保部技术
考核专家组的高度评价，在苏北创建工作中起到
“一个标杆、四个引领”作用。

生态环保推进会

生态红线区域保护　 淮阴区生态红线保护区
域面积２８４ ４９ 方公里，占全区国土总面积的
２２ ５％，高于省级平均水平。根据《淮阴区生态红
线保护规划》和《淮阴区生态红线资金使用管理办
法》，积极开展生态红线保护项目实施工作，年初
区政府常务会研究确定４大类１４个生态红线保
护项目，安排项目资金１９７０万元，其中污水处理
设施９座，安排资金３１０万元；配套污水管网２９公
里，安排资金１２５０万元；饮用水源保护及环境整
治生态修复项目安排２６０万元；环保能力建设安

排１５０万元。全年生态红线区域没有发生重大环
境污染、生态破坏事件。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持续提高农村环境质
量，改善村民住居环境，区环保局把覆盖拉网式农
村环境整治工作作为为民办实事工程来抓，全年
共向上级申请整治资金２０８０万元，用于２６个村
污水处理和垃圾收集系统建设，共实施完成污水
主管网６７ ０９８公里、垃圾收集站４５座、配套建设
垃圾房１５０４个、农村村民集中居住点污水微动力
处理设施１４座。
【污染防治】 认真落实省、市大气污染防治会议精
神，制定《淮阴区２０１６年度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计
划》，重点抓好工业企业污染防治、燃煤锅炉整治、
挥发性有机物治理、城市扬尘污染治理等工作。全
年共拆除燃煤锅炉４３台，完成华能淮阴电厂３号、５
号发电机组超低排放改造；水泥搅拌站等企业物料
堆场粉尘治理、城区施工工地扬尘管控、黄标车淘
汰等工作有序进行。召开全区夏、秋两季秸秆“两
禁一用”动员大会，印发实施方案、加强现场督查巡
查，全年无上级通报和环境卫星拍摄火点。２０１６
年，全区环境空气重污染天数下降５天，ＰＭ２ ５浓度
比上年下降７ ８％。加大对全区饮用水源地的日常
督查巡查，发现问题及时交办处理。加强部门协调
配合，加快青园污水处理厂配套管网建设进度，推
进周边企业尽快接管。同时，加大对城区和乡镇污
水处理厂的监管力度，确保正常运行。针对盐河水
质问题，提请区政府尽快启动城区生活污水调输干
管建设。全年全区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１００％，淮
沭新河杨庄省考断面水质达标率１００％，盐河等重
要水体水质得到进一步改善。
【环境执法监管】 环境执法　 认真落实《中华人
民共和国环保法》及其配套政策相关规定，严格环
境执法，加大对各类环境违法行为处罚和跟踪整
改力度。组织开展对重点污染源和一般污染源的
“双随机”抽查执法活动和环境执法大练兵活动。
全年共进行现场监察２８００多厂次，出动人员６０００
人次，依法立案查处环境违法案件３８件，责令停
产整治２件，按日计罚２件，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
关案件２件，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案件４件，联合公
安机关，依法控制非法倾倒危险固废涉案人员１０
人。行政处罚金额１６６ ７５万元。挖掘潜力，加大
征收力度，完成排污费征收１４００余万元。开展环
保违法违规建设项目清理工作，全区有３４６个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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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违规项目列入清理名单，并严格按照“三个一
批”要求全部清理结束。

中央环保督察　 ７月，中央环保督察组进驻江
苏省开展环保督查，区委区政府成立以区委书记、
区长为组长的领导小组，同时成立以区分管领导
为组长的协调联络组，下设６个工作组（综合联络
组、材料组、信访组、督查组、宣传组、后勤组），推
进各项工作迅速落实。区委书记牵头召开全区迎检
工作动员会，对中央环保督察迎检工作进行具体动
员和部署，并印发迎检工作方案和环境问题整治任
务分解方案，对各项工作进行分解和细化，明确牵
头单位、责任单位和具体的责任领导，限时限期完
成任务。针对淮阴存在的突出环境问题和梳理出的
违法违规建设项目等，组织相关部门对全区进行分
片督查，落实整改措施。特别是对督察组交办的９
件重点环境问题，组织人员重点督查推进整改，并
向上级交办部门及时汇报办理情况。

解决群众关心的环境问题
　
畅通环保投诉信

访渠道，开展矛盾纠纷化解行动。建立环境信访
受理、交办、督查工作机制和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
置机制，坚持２４小时值班制度，畅通１２３６９投诉
热线。共接处环境信访５６５件，其中１２３６９电话举
报２１０件、１２３４５政府公共服务任务单３０１件、上
级环保部门等交办５４件，全部按要求及时办结。
做到事事有落实，件件有回复。

市政公用

·供
　
电·

【概况】 ２０１６年，淮阴区全社会用电量１６ ２８亿，
比上年增长９ ３３％。工业用电量８ ３３亿，比上年
增长２ ７％。全区供电最高负荷３９ ６万千瓦，比
上年增长１４ ５％。
【售电用电】 售电量１４ ３８亿千瓦时，比上年增
长１２ １２％；电网最高负荷３９ ６万千瓦，比上年增
长１４ ５％；工业用电量８ ３３亿千瓦时，比上年增
长２ ７％；农业用电量０ １９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
２３ ４２％；居民生活用电量４ ３９亿千瓦时，比上年
增长７ ４４％，其中城镇居民用电量１ ３２亿千瓦
时，比上年增长１９ １１％；乡村居民用电量３ ０８亿
千瓦时，比上年增长１６ ７４％。

【供电网络】 年末，淮阴电网有３５千伏以上变电
站２３座（包括２２０千伏２座、１１０千伏１０座、３５千
伏１１座），变电容量１７２万千伏安。全区共有３５
千伏及以上线路３７条，总长度４０６公里。共有１０
千伏配变４７９７台、容量１３６万千伏安，线路１５２
条，线路长度２７１６公里。全区有各类用电客户３４
万户，装接容量达３４１万千伏安，其中大工业用户
１９４户。
【电网建设】 加快全区主配网建设，１１０千伏新
渡变建成投运，２２０千伏朱集变开工，１１０千伏果
林变启动前期工作，为淮阴发展提升坚强的电力
支撑。创新实施农配网施工大会战，完成３ ５亿
元农配网项目建设任务，共新建和改造１０千线路
４７７公里，新增和更换配电变压器６６０台，新建和
改造低压线路１４５８公里，配电网结构更加优化，
计划停电次数比上年减少５１ ２％，提升供电能力
和供电质量。
【电网运行维护】 开展电力隐患集中整治，整改重
超载配变５５台，查处隐患８４８处，改造绝缘化线路
３９０公里，１０千伏线路跳闸比上年下降５６ ８％，供
电环境得到改善。召开全区电力工作会议推进电
力通道树木清理，清理树木１２万余棵。全省平安电
力创建在淮阴区召开现场验收会。夏季应对两次
强对流天气，积极开展应急抢修，及时恢复供电能
力，主动协助皇达花卉抢修内部受损配电设施。不
断完善保供电机制，高水平完成各级各类保电
３１次。
【供电服务】 主动对接市政建设，配合高铁、快速
路建设开展杆线迁移。服务新能源发展，为风电、
光伏、生物质发电等新能源发电项目提供电网接入
服务，建成投运充电站４座，配合６户企业建成港口
岸电系统。服务用户节能减排，协助淮州中学等用
户开展电能替代。主动承担水电气三表采集推广
责任，实现１６００户水、电表集中采集。主动围绕大
项目、大产业、大企业和大载体，制订个性化的服务
方案，提供１０１％的服务。动态完善全区重点工业
项目库，靠前服务重大项目落户，深化业扩直通车
工程和“绿色通道”建设，取消或降低报装方面的启
动方案编制费、临时用电保证金、高可靠性费用及
负控费等多项费用。落实首问负责制，大用户接电
时间缩短３５％，完成圆源光电、好运来机电等２７户
大企业的报装，满足企业的用电需求。

０１１ 　 淮阴年鉴（２０１７）



·供　 水·
淮阴区有淮阴水厂和淮沭河水厂两座地面

水厂，日供水能力为１０万吨，其中淮阴水厂设计
规模为５万立方米／日、淮沭河水厂一、二期设计
规模５万立方米／日。淮阴水厂水源地为古黄
河，淮沭河水厂水源地为淮沭河东偏泓，城区供
水由两座水厂同时供给。淮阴水厂为常规处理
工艺，淮沭河水厂为臭氧活性炭深度处理工艺。
城区供水主管网２８０公里，２０１６年最高日供水量
９ ３万吨。全年城区供水量１２９３万吨，售水量
１０４７万吨，其中主要供水范围：生活用水６３７ ３
万吨，工业用水３４５ ８万吨，特种用水５８ ８万
吨。２０１６年，老小区改造任务完成，共计对国税
公寓、烟草公司宿舍等１０个老旧小区完成自来
水改造工作。自来水厂按上级要求，配合上级部
门进行市区快速路黄河路段的前期勘察工作，按
时完成该路段管道迁移的施工方案及预算；为高
铁施工需要，对渔沟、丁集的供水主干管进行迁
移。完成总长１２８９米的盐河生态园管道安装项
目、银川路延伸工程。完成帝景蓝湾、承德公馆、
德邦云鼎等十多个小区的工程供水管网施工及
小区泵房建设，以及佟洼、淮涟两个安置小区的
给水安装，让城区住宅小区的供水管网、二次供

水设备顺利完成安装。在区域供水建设中，公司
工程部在码头、三树、渔沟等乡镇，为当地的机
关、企事业单位安装自来水，刘老庄绿色家园、古
寨九房小区、王兴兴达小区，全部完成自来水安
装，使两千多户居民告别地下水。针对少数城中
村用户反映的水压低等情况，公司按制定计划，
对营东开发区、星光村、长安村等地段进行改造，
解决１００余户居民用水问题。

·供　 气·
２０１６年，全区拥有瓶装液化石油气储配站６

座，储气能力１２００立方米，年销售瓶装液化石油
气１ １万吨。淮阴区管道天然气为新奥燃气有限
公司独家特许经营，全区有中压管道７３ ４公里，
低压管道８５ ７公里。城区管道燃气大部分为ＰＥ
管，其中只有两段为钢管（一段是沈阳路黄河桥至
黄河东路，另一段是北京路黄河桥至北京西路），
钢管管径为３００毫米，ＰＥ管管径为６５毫米～ ３２０
毫米。中压管道约２ ８公斤压力。城市燃气普及
率为主城区９８％、乡镇６５％。中低压燃气调压站
每个住宅小区都有１ ～ ２个。无天然气门站，无高
中压调压站，只有一座ＣＮＧ、ＬＮＧ汽车加气站，位
于葡萄路（义务商贸城西侧），占地４亩，日供气量
为１ ８万立方。

母爱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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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体育·卫生

教　 育
【概况】 ２０１６年，淮阴区有各级各类学校６３所，
其中普通高中３所、职业学校２所、初级中学２０
所、九年制学校９所、小学２８所、特殊教育学校１
所。有登记注册幼儿园６５所，其中公办成型园４３
所，办园点１８个，民办成型园４所；省优质园３８
所，市优质园１２所。教职工５７６０人，其中在编教
职工５５３３人，合同、一年一聘等编外财政供养人
员２２７人，教师５４５０人，教辅、后勤３１０人。在校
中小学生近１０万人，在园幼儿３ ６万人。２０１６
年，区教育局被表彰为市“教育工作目标考评优胜
单位”、市“教育现代化建设工作进步显著单位”、
市“创新创优项目一等奖”、市“关心下一代工作优
胜单位”、市教育宣传一等奖第一名，学前教育单
位被评为全市先进集体。
【教育优先】 全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
１２ ６亿元，其中“改薄”（改善义务教育薄弱学校）
９４７６万元、装备９５０万元。为２ ５万名困难学生
发放助学金近１５００万元。严控义务教育校际均
衡系数，小学、初中分别为０ ２２、０ ３８。城乡学前
三年幼儿入园率９８ ６％，义务教育巩固率１００％，
初中毕业生升学率９６％，残疾儿童入学率１００％，
随迁子女入学率１００％，高中、初中学业合格率分
别达８１ ９５％、６４％。校站结合助推教育公平，承
办全市“校站结合”工作推进会，１１所学校被表彰
为“校站共建”工作先进单位、４８名教干教师被表
彰为优秀校外辅导员，区教育局被教育部表彰为
“第１９届全国青少年五好小公民主题教育先进集
体”，１４所学校被表彰为“主题教育示范校”，１５人
被表彰为“优秀工作者”。

【优质资源】 东城开明中学、银川路实验小学、长
征小学幼儿园、徐溜镇第二幼儿园投入使用，渔沟
实验学校、淮安碧桂园天山双语学校、清华国际中
小学、东方双语小学部在建。由市直名校领办帮
扶的淮北路小学、长江西路小学发展迅速，社会效
益显著。教育现代化监测得分８０ ２２分，增幅全
市第一，并在全市教育工作会议上作经验交流。
两次承办淮安市“移动学习在课堂教学中应用”观
摩现场会。投资１４００万元，建设１０００个云桌面、
１２个云录播和区级教育云平台。创建智慧校园６
所、省优质园５所、市优质园２所。启动省级社区
教育示范区建设，申报市居民学校２２０所，比例达
９８％。建立职称评定与农村支教挂钩联系机制，
推进教师交流工作，交流比例达１５％。
【教育品牌】 学前教育　 依据幼儿身心发展特
点，开展游戏教学，袁集小学幼儿足球游戏课程受
省、市肯定。

小学教育　 建立集团办学机制，市区合作办
学，资源共享、管理共振、效果共研。区内集团办
学，捆绑考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区实小、二附
小、北京路小学多次举办校长论坛、教师讲坛，开
设实境课堂。刘老庄小学被评为省级“国防科技
教育优秀基地”，市教育局给予１０万元奖励。

初中教育　 以“小组学习、交流展示”为基本
模式，推进课堂改革，多所学校开展“翻转课堂”
“智慧课堂”“苏派课堂”模式试验，“鲶鱼效应”初
显，９名教师参加全市兼职音体美评优课大赛，７
人获一等奖，２人获二等奖。“一师一优课”２６节
获评部优好课。

高中教育　 坚持实施“生本课堂”，与人大、北
航、北体等名牌高校建立合作关系，淮州中学获市
素质教育提升奖，淮海中学获市高考质量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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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中学及南陈集中学体艺达线４１４人。
职业教育与特殊教育　 淮阴中专对口高考本

科达线２４人，全市第一。省职业技能大赛获２金
２银５铜，市内同类学校领先。特殊学校《三字
经》和《隐形的翅膀》两个节目双获２０１６年全国特
校排舞公开赛一等奖。
【体艺特色】 “四球联赛”风靡全区　 新增全国
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校９所，目前已达１９所。江
苏省足球大课间评比获１个一等奖、２个二等奖。
袁集中心小学在省校园足球颁奖典礼上荣获三个
奖项，全省唯一。市中小学足球精英赛获３个冠
军、２个亚军。市教职工足球比赛，区教育局代表
队获冠军。市中小学生乒乓球比赛，获Ａ、Ｂ组团
体冠军。市第八届学生运动会获团体总冠军。袁
集中学、王营实验学校、韩桥小学等学校足球，汤
集九年制、南陈集小学等学校篮球，徐溜中学、淮
阴小学羽毛球，实验小学乒乓球，吴城小学排球都
取得不俗成绩。

艺术教育特色鲜明　 教师进修学校学生获央
视少儿电视才艺大赛钢琴类表演特等奖。刘老庄
小学《血色黄昏》登上市庆六一儿童文艺演出舞
台，并受邀赴外地巡演。市第三届中小学生体艺
文化节单项比赛获１０项一等奖、２０名教师获优秀
指导奖、７名教师被评为优秀教练员。此外，淮阴
实小淮海戏、二附小幼儿体操、淮海高中舞蹈、南
陈集小学合唱、韩桥小学京剧、王兴小学剪纸、开
明中学和南陈集中学民乐、赵集小学扬琴、银川路
实验小学竹笛都取得很好成绩。
【教师队伍建设】 教师素质有提升　 选调教师
１０７名，新聘教师４９名，新教师入职宣誓被省电视
台头条报道。民盟助培３６批次，６０００人次从中受
益。教师健康知识网络竞赛４２９９人优秀，全省第
一，区教育局获优秀组织奖。实施“幼儿园园长考
核办法”“校长三年任期看我行”“中小学师德考
核暂行办法”，激发教干教师队伍活力。韩桥中学
朱昌儒老师《关注农村教师生活，巩固义务教育成
果》建言获国家“十三五”规划问计求策一等奖。

教研能力有突破加强与区外教研合作，壮
大名师工作室团队，充分发挥教研员示范引领作
用。全年１４项教研课题结题，区教研室被省教科
院评为先进集体。淮海中学被评为省级交互式英
语课程优良基地，市教育局给予８万元资金支持。

优秀典型引领新形象以“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为契机，评选最美教师、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
党务工作者，开辟教育专刊，大力宣传典型事迹。
发动“四好教育”内涵大讨论，树立好学校、好校
长、好教师、好学生典型。
【学校选介】 江苏省淮州中学江苏省淮州中学
始建于１９４３年，１９８０年被省政府确立为重点中
学，１９９３年被评定为江苏省重点高中，２００５年１
月晋升为江苏省四星级普通高中。２００９年８月，
学校整体搬迁新校区。２０１５年６月，学校与江苏
省淮阴中学结为战略合作学校，迎来新的发展机
遇。学校确立“让每一个淮州人都学会创造幸福
生活”的办学理念，以“培养素质优秀的现代中国
人，建设学高身正的教师队伍，创建现代示范性的
高级中学”为办学目标，全体师生铭记“明德·笃
行”之校训，并逐步形成“宏志·敏学·卓越”的优
良校风。学校有学生数３５６６人（含新疆籍学生
３２０人），７３个教学班（含新疆内高班）。学校现有
专任教师３５７人，其中特级教师、教授级高级教师
１人，高级教师１９４人，全国优秀教师２人，省优秀
教师、优秀班主任７人，市级学科带头人２２人；区
级优秀教师、先进教育工作者、学科带头人、学科
标兵、骨干教师２１９人；有研究生学历的教师４３
人。学校是淮安市老八所重点中学之一，在本地
区有着良好的社会形象和较高的社会声誉，为国
家和社会培养一大批优秀的建设者，也先后培养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等一批有一定影响的知名
校友。

淮海中学淮海中学分东西校区，有教职工
６４４人，其中高级职称教师２３２人。高中部为江苏
省四星级普通高中，教职工３６２人，其中全日制硕
士研究生３０余人，市学科带头人２７人。高中部
７３班，学生４３００多人；初中部６２班，学生近３５００
人。淮海中学在成长与发展过程中，积淀较为丰
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形成“崛起”的办学精神，明确
“文化引校、质量立校、科研兴校、名师强校”的办
学思路，确立“办学质量高、特色鲜明、全省一流、
全市领先”的办学目标，逐步形成学校的“一训三
风”，即“求真、崇善、尚美”的校训，“厚德、博学、
纳新”的校风，“立德、立言、立行”的教风，“好学、
会学、乐学”的学风。以“崛起”为核心的办学精神
渗透于学校教育教学的方方面面，营造一种积极
向上、奋发有为的校园文化氛围。实行实行级部
负责制。充分发挥级部领导的管理主动性，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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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实现学校教育教学管理的高效化。２０１６年，该
校全面启动省英语学科基地建设工作，并通过省
级验收。大力推进和落实“语数外增十分工程”。
针对高考模式和生源状况，该校将语数外三门学
科放在突出的位置来抓。开展“课堂教学活动月”
活动。每学期学校都开展“以课促研，以研磨课”
课堂教学主题系列活动，通过开设老骥献艺课、行
政领导示范课、青蓝工程评优课、青年教师汇报
课、信息技术与学科整合的全市公开课等形式促
进教师开展教学研究，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６
月，该校被教育部授予“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
学校”称号，被省教育厅评为“省教育工作先进集
体”。在“六个一”团建工作中，学校考评成绩优
异，９月，被共青团省委评为“六个一团建项目示
范校”。根据市教育局统计，２０１６年高考该校二本
录取共３２４人，超过４所四星级高中。本届考生
当年中考前８０００名本科录取率达６６ ６７％，名列
全市第六名；另该校８０００名后提优数为１９６，名列
全市第一名。获得“２０１６年度市高中教育优秀质
量奖”；中考７００分以上２人，达四星级高中录取
线４１５人。７月，学校被市教育局评为“先进基层
党组织”。在市教育系统组织的活动中，该校获得
“市运动会体育道德风尚奖”“国防知识竞赛一等
奖”“啦啦操比赛一等奖”。舞蹈《巾帼英雄》在市
第三届中小学体艺节艺术表演中获得中学组一等
奖。在区教育系统举行的活动中，该校获得“庆五
一小合唱比赛特等奖”“教职工乒乓球赛团体冠
军”。在区教育系统年度创新创优项目评比中，该
校获得“２０１６年度创新创优一等奖”。

淮阴区开明中学淮阴区开明中学系淮安市
示范性初级中学，校址位于淮安市淮阴区王营镇
北京西路１５号。学校前身是创建于１９４３年的淮
阴县中学。１９９８年，实施高初中分离，初中部成为
由淮阴县中学与中国民主促进会淮安市委员会合
办的一所国有民营初级中学。２００２年，原淮阴县
政府迁址，淮阴县中学初中部迁入，形成独立校
园。２００５年，改造为股份制学校，２００６年，经省教
育厅验收，成为省首批合格改制学校。２００９年，搬
入原淮州中学老校区办学。２０１１年１月，恢复公
办性质。现有５６个教学班，３０５５名学生。学校秉
承“明德笃行”的校训，坚持德育为首、教学为主、
全面育人的办学思路，明确把建成“市内一流的热
点学校、特色学校、品牌学校”作为办学目标，牢固

树立质量意识，把教学过程管理精细化、教学环节
精致规范化作为教学工作的中心，把习惯养成教
育作为德育工作的突破口，精致管理，着力于学校
教育的内涵发展和质量提升，努力提高办学水平。
学校占地８３００４平方米，绿化面积２２４６４平方米，
校舍面积５６６０４平方米。教学设施现代化，每班
都有视频展台、多媒体投影仪等现代化教学设备。
天文观测台、网络教室、艺术教育教室、电子阅览
室、微机室、实验室设备设施齐全，配置先进；图书
馆藏书丰富，阅览室报刊杂志种类齐全；体育活动
室、健身房、塑胶跑道运动场能满足学生运动之
需。学校师资力量雄厚，２１４名教师中，全部为本
科以上学历（其中研究生１２人），高级职称９６人，
江苏省中考优秀指导教师２人，淮安市中考优秀
指导教师２５人，首届“淮安市优秀青年教师”５
人，市、区级名师、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３０名，区
级以上优课获奖１５０人次，其中省一等奖６人，市
一等奖以上２６人。享受市政府特殊津贴教师１
人，市基础学科专家组成员１人。王修忠、刘清、
戴国成、史艳萍、徐峰、赵艳玲等六位老师被评为
淮安市第三批学科带头人；在全国“一师一优课，
一课一名师”活动中，安田田、吴长兵、张海浪、杨
中林获部级优课，江海洋、李晓静、许杨获省级优
课，顾春莲、黄敏、孙鹏昌、张翠翠、赵燕玲、王玲、
李路春、王慧萍、仲晓婷获市级优课；张双老师在
全市地理学科青年教师基本功大赛中获一等奖，
代表淮安市参加省地理学科青年教师基本功大赛
荣获二等奖。２０１６年中考，在全市７００分以上人
数大幅减少的情况下，该校高分段人数仍保持上
升趋势，７００分以上４４人，６８０人以上１８０人，７０２
名考生达四星级高中录取线，达线率６５ ９％，张梦
云同学以７２１分夺得全区桂冠。该年先后被评为
“淮阴区目标管理优胜单位”“区教育系统先进基
层党组织”“区‘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活动先
进单位”“区法治工作先进集体”“区中学生法律
知识竞赛优秀组织奖”“淮安市‘周恩来班’创建
工作先进集体”。

淮阴中等专业学校学校始建于１９８６年，是
江苏省四星级中等职业学校、江苏省高水平现代
化中等职业学校。近年来，学校办学规模日益扩
大，办学设施不断改善，办学水平不断提高，社会
影响力不断提升。２０１２年，异地建设新校区，投资
３ ５亿元，占地面积２１２亩，建筑面积９ ３４万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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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２０１４年投入使用。学校有教职员工３１０人，其
中教师２６６人，高级职称教师６５人，中级职称１１１
人，“双师型”教师比例８０ ６％。２０１６年，学校以
创建省高水平现代化职业学校为目标，坚持“以服
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办学方针，以更大的
手笔塑形象，以更优的机制激活力，以更实的举措
提质量，推动学校各项事业发展。２０１６年，学校中
职招生１２９４人，中专在校生３６００多人，开放大学
招生一直稳定在年招生５００人以上水平，学校还
承担着区高技能人才培训等社会培训任务，各类
社会培训共计３８００多人次。２０１６届毕业生人数
为１０４７人，其中就业８８１人，对口升学１６６人，就
业率平均达９８ ８％，对口就业率平均达８８ ９％。
办学条件不断改善，基地建设成效显著。２０１６年，
学校顺利通过“江苏省高水平现代化职业学校”评
估验收。校园文化建设稳步推进，智慧校园建设
初见成效，综合楼成功封顶，体艺馆正式开工建
设。学校在原有电子、农业、农业机械化３个省级
实训基地基础上，建成现代加工制造省高水平示
范性实训基地。队伍建设不断强化，师资素质日
益提升。２０１６年，学校在国家和省、市组织的各项
大赛中取得丰硕的成果，多次摘金夺银，周露露获
得第二十届全国教育教学信息化交流展示活动中
职教育组微课一等奖；教师在省技能大赛中有７
人获奖；教师在省教学大赛中有２人获奖；结题１
个省级课题，申报立项１个省级课题，８个市级课
题开题，申报立项２个市级课题，１５个校级课题在
研；教师受区级以上综合表彰１８人次。教学质量
持续提升，学生素质显著提高。专业技能考核中
级工合格率平均达９６ ３％，双证率达５４ ２％。有
２４人考取本科院校，本科达线位列全市同类学校
第一。技能大赛摘金夺银，学生在２０１６年省技能
大赛中有４人获奖。在省创新大赛上，刘瑞同学
获得省第七届创新大赛一等奖。

城北开明中学淮安市城北开明中学位于丁
集镇，是一所公办现代化初中。学校占地９０余
亩，建筑面积３万平方米，绿化面积２万多平方
米。学校教学设施现代化、智能化，每班都有交互
式智能平板等现代化教学设备，每生都有平板电
脑，实验室、云机房、录播室等设施齐全，配置先
进；新建的塑胶跑道、足球场、篮球场等运动场所
能满足师生运动需要。区教育局引进专家对学校
进行高位引领，选拔全区优秀老师，借力成功办学

经验，优化教育教学资源配置，为学校的优质、跨
越发展注入动力。学校秉承“为每一个学生提供
适合的教育”的办学理念，铭记“培育阳光智慧生
命，创办特色品牌学校”的办学目标，质量立校，科
研强校，文化润校。学校的文化核心是“大爱”、
“大智”。校训：梦想从这里起航。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培养学生良好的思维和行为习惯，养成健
康快乐的道德品行，这蕴含城北开明人的育人情
怀。校风：尚善、尚知、尚美。即崇尚善良、崇尚知
识、崇尚美好。教风：爱业、爱生、爱学。心中有
爱，才能爱岗敬业；目中有人，才能因材施教；热爱
学习，才能引生学习。学风：乐学、乐群、乐进。学
校致力于培养学生乐于学习，乐于合作，乐于创
新，不断进步，追求卓越！学校推行小班化教学，
安排老师志愿者加强对留守儿童的辅导，同时还
为贫困学生提供伙食补助。学校通过丰富多彩的
德育活动培养学生感恩惜时、自主学习、文明卫生
等良好习惯，塑造师生美好品格。学校积极探索
“校本课程精品化，特色课程品牌化”的发展之路，
以“浸润书香，幸福成长”的书香校园建设为切入
点，以特色课程、社团活动为载体，开发教学课程
群，搭建绽放个性的舞台。学校积极推行课堂教
学改革，“为每一个学生都提供适合的教育”。
２０１６年，学校获得多项荣誉：全区教育工作考评
“优胜单位”，全区中小学创新创优项目评比一等
奖，首届“全国青少年学生法制知识网络大赛”初
级中学组组织奖；淮安市“科学教育特色学校”，淮
阴区教育系统“先进基层党组织”，淮安市校园足
球精英赛（初中女子组）第二名，淮安市“智慧校
园”，第五届“中国体育彩票·韩信杯”象棋比赛中
学组团体第四名。

淮阴特殊教育学校学校占地面积１３亩，建
筑面积５２６３平方米。２０１６年，在校生包括听障生
１７名，脑瘫、自闭症、智障、言语障碍、多重障碍等
各类残疾学生１２６名，共计１４３名。其中学前康
复班８名，小学１１１名，初中２４名。将全区１０５名
重度残疾孩子纳入学校学籍，开展送教上门服务。
学校有教职员工２４名，其中获教育部、残联“特教
园丁奖”１名、市劳模１名、市感动淮安教育十大人
物１名、区最美教师３名、区市骨干教师５名。被
省教育厅确定为２０１６年特殊教育发展工程项目
学校，奖补５０万元，加上区局支持，总计投入７５
万元。新建多感官训练室和室外悬浮地板操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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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置室外多媒体显示屏、室内一体化电脑、多功能
室音响等设施设备，进一步满足教育教学及残疾
儿童的康训需要。３月２２日，在省民盟牵头下，学
校与无锡特校结对，利用无锡特校文化底蕴优势、
品牌优势、理念先进优势、教学优势、教师资源优
势，寻求全方位支持，有效开展各种教学研讨、参
观交流、跟岗学习等活动。４月１９日，组织９名教
师到无锡特校参加为期三天的以“放飞梦想、畅想
未来”为主题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６月１５日，邀
请无锡特校１５名党员骨干教师到校开展“学习伟
人周恩来，争做优秀共产党员”的主题党日活动，
无锡特校的党员教师送书、送教、送讲座、送培训，
并与全体党员一起到周总理故居举行集体宣誓活
动；１１月１８日，学校组织１３名教干教师分别到无
锡特殊教育学校、无锡崇安区辅读学校进行为期
一周的跟岗学习交流活动，该活动被评为２０１６年
度区创新创优项目一等奖。２０１６年，全区残疾儿
童入学率达９９％，形成以随班就读为主体，特殊教
育学校为骨干，送教上门为补充的特殊教育网络。
翟其峰获得国家教育部、残联颁发的“特教园丁
奖”；刘星星被评为区最美体艺老师；沈海燕被评
为区最美教学能手；陈平被评为区最美班主任。
学校获全国首届特殊教育学校排舞公开赛一等
奖。１１月１８日，在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
心举办的２０１６年全国首届特殊教育学校排舞公
开赛中，学校师生合作组和学生组分别获得一等
奖。张洁、韩晓飞、毛晶晶、周晏、陈平在省特殊教
育协会举办的微课比赛中分别获得二、三等奖；沈
海燕、陈雷、陈平、张洁、彭维红在市电教馆举办的
课件比赛中分别获得一等奖。李依霖等同学被评
为美德少年，学生李依霖被市文明办评为美德
少年。

徐溜中学淮安市徐溜镇初级中学位于淮安
市最北部。学校最早创办于１９５４年，其前身是淮
阴县文科中学，是为纪念抗日名士周文科而命名。
学校占地面积２３９７６平方米，建筑面积５３５３平方
米。有１０个教学班，在校学生４７８人，在职教工
３７人，其中专任教师３４人，高级教师６人，区级以
上骨干教师５人，教师学历达标率为１００％。该校
围绕“创建江苏省教育现代化学校”目标，牢固树
立“建文化校园、塑智慧教师、育创新人才、办精品
学校”的办学目标；坚持“快乐学习、幸福成长”的
办学理念，逐步完善“以德为先、以人为本”的校

训；“文明团结、求实进取”的校风，“勤学善思、实
践创新”的学风，“敬业爱生、严谨博学”的教风，制
定符合学校实际发展的总体三年规划，提出“建特
色学校、创平安校园”的短、中期发展目标。学校
规范办学行为，推进素质教育，深化课堂教学改
革，提高教师自身修养，学校重视安全、法制教育
和卫生防疫工作，充分调动学校内外办学资源，引
领学校各项工作健康有序、良性运转。学校虽地
处偏远、师资薄弱、设施落后，但各项工作井然有
序，各项成绩提升较快，受到上级主管部门、学生、
家长及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２０１６年，学校先后
获得淮阴区教育局目标考核优胜单位奖、淮阴区
先进党组织、淮阴区创新创优项目二等奖、淮阴区
中小学合唱比赛三等奖、一师一优课优秀组织奖、
淮阴区红领巾征文优秀组织奖等。

淮阴实验小学２０１６年，淮阴实验小学以《国
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为指导，以办
人民满意学校为主旨，从学校实际出发，进一步践
行生命化教育理念，以“滋天性润童心”为校训，突
出师生双主体地位，推进学校内涵发展，彰显学校
办学特色。学校核心课题《核心素养导向下的“行
知课程”的实践研究》被评为省十三五重点规划课
题。成功承办市小学、幼儿园智慧校园现场会与
行知课程研究现场会。学校被挂牌为全国足球特
色学校、全国智慧教育实验学校、全国青少年计算
机科技创新实践教育示范基地，被评为青少年网
络安全教育工程示范学校、省乒乓球项目传统学
校、省书香校园、省语言文字规范化示范学校、省
幼儿基本体操特等奖、市女童保护先进集体、市八
运会最佳参赛奖、市优秀家长学校、市安全管理先
进学校等。树立新理念，谋划新思路，办一所“规
范＋特色”的好学校。在与南师的合作办学中，淮
阴实小确立“生命化教育”理念和“双主体”办学
思想。坚持在教育管理中，教师为主体，坚持教师
第一；在教育教学中，学生为主体，学生第一。探
索“小岗位”建设、用好德育“口袋书”，培养学生
自主管理、自我教育的能力，使人人成为小绅士、
小淑女，新华网、光明网、《江苏教育》等主流媒体
广泛报道。常态砺团队，定期研教学，培一批“敬
业＋专业”的好老师。实小一手抓师德、一手抓专
业。通过开展各类师德教育活动与考核提升师德
水平，广大老师争做有道德、有思想、有精神、有奉
献、有品质的好老师。专业发展上，实小广搭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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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与南师教科院合作，邀请省内外特级教师到学
校同课异构，邀请专家进行课题、论文辅导。积极
承办市信息技术观摩课。加强校本教研，成立书
友会和名师团，定期开展“青蓝工程”，每周分学科
开展组内教研。２０１６年，在市级以上各级各类教
学评优中，有５０节优课获奖，４０余篇论文发表、获
奖，２０个课题立项。努力提质量，创新培素养，育
一代“合格＋特长”的好学生。实小大力改革课堂
教学，举办“必成杯”教学大比武，全员参与，打造
生命课堂。在２０１６年省学业水平测试中，成绩位
居全市前列。注重探索国家课程本校化，为有发
展需求的学生提供有选择的个性化课程，培养学
生核心素养。创建“儿童行知田园”课程实践基
地，申报省级特色项目，取得市评第一，省内领先。

淮阴师范学院第二附属小学淮阴师范学院
第二附属小学成立于２００７年，学校位于古黄河北
岸，占地４ ７万平方米，建筑面积１ ９万平方米，
有７８个小学教学班与３４个幼儿教学班。在校学
生６４００余人。有省特级教师１人，市级以上骨干
教师４６人。校园环境优雅，文化特色鲜明，是一
所品味高雅、内涵丰富的窗口学校。学校以“自主
向上”为校训，以“聚焦学生核心素养、提升儿童综
合素质”为办学宗旨，按照“全面推进———重点突
破———打造品牌”的运作思路，力求让学生人人参
与。同时精选内容，整合资源，致力于魅力学生社
团的创建，润德行、显风华，努力实现“全面普及、
持续提升”这两个目标，逐步形成“天天阳光、拔节
向上”的学校精神。坚持开放办学，与苏南及市区
１６所学校联盟，提升教师教育智慧与教学水平；与
菲瑞特健身会所开展合作，开设游泳课，为羽毛球
社团提供专业训练场地；与德国宝狮莱培训集团
合作，组建淮阴区第一家校园轮滑社团；与青少年
宫毗邻，借助少年宫在艺术培训方面的丰富经验
和设施齐全的场地优势，开办舞蹈、古筝、二胡等
艺术社团；与淮阴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协作办
学，学校科研水平不断提高。在帮扶乡镇学校创
建及送教薄弱学校方面取得良好社会影响。学校
先后获得全国青少年五好小公民教育活动示范学
校、首批省国防教育示范学校、省棋类奥林匹克俱
乐部、省科学教育特色学校、省科技先进学校、省
少先队先进集体、省青年文明号、省心理健康教育
优秀学校以及市心理健康教育学科基地、文明单
位、常规管理示范学校等３６项荣誉称号。心理健

康教育、象棋特色教学及科技教育等方面省内知
名，领跑全市。

淮安市北京路小学淮安市北京路小学始建
于１９４６年，校名由建校时的北京路小学，先后更
名为卫红小学、淮阴县王营镇北京路中心小学、淮
阴区王营镇第一中心小学、淮安市王营镇中心小
学。２００９年８月，学校合并王营镇小学后，搬迁至
淮阴区北京西路１１号原淮阴区开明中学校区，
２０１５年８月，经淮安市人民政府、淮安市编委办批
复，还名为淮安市北京路小学。学校占地面积
１６５００平方米，建筑面积１１５００平方米，有６２个教
学班，在校学生３２００余名，教职工２００余人。其
中区级以上骨干教师３３人，本科学历占教师数
９２％，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占教师数８５％。学校
坚持以“环境优美的儿童乐园，校风优良的文明窗
口，质量较高的示范中心，素质教育的实施基地”
为办学目标，认真落实“１ ＋ ３”安全防控体系，积极
构建以“爱心、开心、信心”为主题的学校文化，发
挥“党员示范班”的带头引领作用，深入开展“读经
典书、写规范字、做文明人”主题教育活动，创造性
地开展以“播种良好习惯、收获幸福人生”为主题
的“养成教育”系列活动，年年举办校园体艺节、校
园科技节。２０１６年，学校先后被教育部关工委表
彰为“五好小公民”主题教育示范学校，被省教育
厅表彰为“节水型示范学校”，被淮安市教育局表
彰为“智慧校园”“关爱女童公益行动先进单位”，
被淮安市总工会评为“工人先锋号”，获区教育系
统综合考评一等奖、创新创优项目一等奖等。

韩桥乡中心小学淮安市韩桥乡中心小学下
辖１所中心幼儿园和张圩、沙河２个教学点。学
校占地３ ９万多平方米，在校学生２０６７名，教职
工１７９名，中级以上职称５９人。建校以来，学校
先后被评为全国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全国五好小
公民主题教育活动示范校、江苏省平安校园、江苏
省书法教育特色学校、江苏省节水型示范校、淮安
市绿色学校、淮安市师德建设先进校、淮安市廉洁
文化进校园示范校等。２０１６年，承办全区精细化
管理现场会、互助模式推进会、“银淮之星”展示
会、民盟助培行动等。学生获得江苏省“未来之
星”少儿才艺大赛二等奖，并作为特邀代表，参加
省电视总台的颁奖晚会；学校京剧社团在市体艺
节的颁奖晚会上表演，极具韵味的唱腔独树一帜。
１１月，该校受邀到泰州参加江苏省书法教育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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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研讨会，并在会上作经验介绍。该校“四球”６
个项目全部进入全区前三，书法、绘画、演讲等比
赛成绩名列前茅。

体　 育
【概况】 ２０１６年，淮阴区体育事业以构建全民健
身体系为目标，以增强全区人民体质为基本任务，
以坚持体育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为宗旨，
贯彻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纲要》，落实省、市局“十
三五”体育规划要求，注重全民健身服务体系建
设，加快全民健身设施建设步伐，提升公共体育服
务综合水平；加强竞技体育人才的培养，着力打造
拳击等特色运动项目，做大做强品牌项目；加大体
彩销售的宣传力度，全年体彩销量额超过８０００万
元，认真寻求体育产业发展的新途径。２０１６年，淮
阴区全面完成年初市政府目标责任状所定的各项
工作指标，实现区委区政府年终考核优秀、市局年
终考核全市第一、省局年终考核苏北前八名的工
作目标。淮阴区第二次被中国象棋协会授予“全
国象棋之乡”称号，中国象棋协会授予淮阴区
“２０１６中国体育彩票全国象棋业余棋王赛全国
‘十佳分站赛区’单位”，区体校被命名为“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江苏省青少年拳击高水平训练基地”，区实验
小学被命名为“２０１７—２０２０乒乓球传统项目学
校”，区王营实验学校、袁集乡中心小学被命名为
“２０１７—２０２０足球传统项目学校”。在国家级、省
级比赛中，淮阴运动员共获得金牌１０枚、银牌５
枚、铜牌１１枚，其中国家级比赛获得金牌１枚、银
牌１枚、铜牌２枚，王文军、丁睿、张黎明、刘癉、梁
波、丁礼珍、薛传发、吴宝林、李爱民、司芙蓉、孙宝
权、林振权等同志被中国象棋协会评为“优秀工作
者”，运动员吴越入选国家拳击集训队，备战东京
奥运会和第二届青奥会。
【城区体育设施】 维修损坏的城区健身步道，完
善、升级陈旧的健身器材，新建盐河南北两岸（北
京北路—承德北路）健身步道６ ２公里、自行车公
园（飞耀路—淮涟一级公路）健身步道４公里，新
建健身点７个。至１２月底，城区建成３２公里长的
健身步道，每一条健身步道都安装健身指示标志、
引导牌、健康知识宣传栏和体育健身设施，城区居
民，以正常速度大约步行１０分钟即有一个健身
场地。

【乡村体育设施】 对乡镇已有的小运动场、行政
村体育设施进行升级改造，新建凌桥乡凌桥村、南
陈集乔庄村、王兴镇两淮村、吴集镇后荡村、新渡
乡佟洼村、王营镇杨庄社区、徐溜镇吴江村７个乡
镇多功能运动场，各多功能运动场都配有灯光篮
球场１个、乒乓球台２张、一条装有２０件器材的健
身路径和一个健身广场。同时，对全区３０个行政
村的篮球场地升级改造。至１２月，全区２１个街
道（乡镇）全部建成三室一场一路径，２４７个行政
村（社区、居委会）完成两室一场一路经的设施建
设，全部完成城市社区“１０分钟体育健身圈”建
设，建成、完善、升级２００多个健身点。
【国民体质监测站】 投资４０多万元建成省级国
民体质测试与运动健身指导站，淮阴区为全市唯
一建成县区。健身指导站自建成后，每天正常对
外免费体测、指导。全年完成国民体质监测３２００
个样本任务。
【群众体育】 全民健身活动　 全民健身活动发展
为系列化、常态化。春节前结合送温暖活动，先后
到丁集镇、韩桥乡、吴集镇开展“送温暖·三下乡”
活动，区老年大学、空竹协会、武术等协会在各乡
镇现场进行健身展示，为广大农民朋友送去健身
知识、送去健身技能培训、送去实用的健身器材。
组织社会体育指导员开展“三进三送”活动，进乡
镇（社区）、进机关、进企业，给群众送健身知识、送
健身技能、送健身器材。迎新春象棋大赛等传统
象棋系列赛事、淮安市篮球邀请赛、全区职工男子
篮球赛等活动吸引众多爱好者踊跃参加。举办老
年人体育节开幕式和闭幕式活动。８月初组织开
展“全民健身日”活动启动仪式，王营镇等多个乡
镇组织广场舞、乒乓球、篮球、象棋等丰富多彩的
乡镇全民健身活动。

体育社团组织　 出台多项激励扶持措施，支
持、引导、规范各类体育协会发展。区老年体协、
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武术协会、健美协会等２４
个体育协会，太极拳、乒乓球、散打等１２个体育俱
乐部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发展吸收成员，拓展活动
空间，开展多种形式的健身活动。全区有各级社
会体育指导员２０００余人，活跃在基层的二级以上
社会体育指导员近８００人。

业余体育比赛　 １月１日，举办庆元旦淮安市
青少年俱乐部足球比赛；１月２１日，举办第五届
“中国体育彩票·韩信杯”中小学生象棋赛比赛；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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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２５日，举办２０１６年“农行杯”迎新春老年人掼
蛋比赛；２月１５日～ １６日，举办第五届“中国体育
彩票·韩信杯”象棋比赛；３月１２日，淮阴区体育
总会、淮阴区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主办，淮阴区铭
煜乒乓球俱乐部承办“木林森杯”首届乒乓球邀请
赛；５月１日，淮阴区体育总会主办，淮阴区跆拳道
协会和淮阴区江辉跆拳道馆承办２０１６全国青少
年跆拳道邀请赛；５月６日～ ９日，淮阴区总工会、
淮阴区体育局主办，区篮球协会承办淮阴区庆“五
·一”全区职工男子篮球比赛；５月８日～ ９日，举
办淮阴区老年人乒乓球比赛；５月下旬至６月中
旬，１６个乡镇相继举办“江阴周庄”２０１６中国体育
彩票全国象棋业余棋王赛“乐在棋中”乡镇选拔
赛；７月９日～ １０日，在淮阴区开明中学举办“江
阴周庄”２０１６中国体育彩票全国象棋业余棋王赛
“乐在棋中”江苏赛区淮阴分站赛；７月２０日，区
委老干局、区老年体协、区体育总会在区老干部活
动中心联合举办２０１６年淮阴区离退休老干部掼
蛋比赛；９月２３日～ ２５日，淮阴区体育局、淮阴区
总工会举办，淮阴区篮球协会承办２０１６“广城·尚
书房杯”市北五市县区篮球精英联谊赛；１０月１８
日，淮安市服务离退休干部示范社区联席会主办，
淮阴区老干部活动中心、淮阴韩侯棋院等单位协
办，淮阴区王营镇机关社区承办淮安市服务离退
休干部示范社区联席会离退休干部象棋比赛。

体育场馆免费开放　 体育健身中心各场馆每
周六上午８：３０ ～ １１：３０向广大市民免费开放；体
育公园塑胶跑道及建设路径２４小时免费开放；其
他各场所每周免费开放时间超过３０小时。

农民体协工作４月２５日至２６日，组织农民
运动员代表淮安市参加全省第八届农运会拔河比
赛，获得最佳道德风尚奖。１０月２１日，组织３支
队伍共４３人参加全市第八届运动会（农民部）的
健身腰鼓、广场舞、健身秧歌三个比赛项目，获
银奖。
【竞技体育队伍建设】 教练员队伍　 区体育局有
专职教练７人，一级教练２人，助理教练５人；其中
拳击教练２人，田径教练３人，乒乓球教练１人，足
球教练１人。

运动员队伍　 淮阴区在训项目有拳击、乒乓、
田径、足球等，有在训运动员２４７人，其中２０１６年
新注册运动员拳击队有男子１７人、女子１４人，散
手一队有男子３２人、女子４人，散手二队有男子

１９人、女子１人，乒乓球队有男子２６人、女子８
人，足球队有男子６０人、女子６５人，田径队有男
子１２人、女子８人。

裁判员队伍　 ２０１６年，新增国家一级裁判员
６名。即象棋国家一级裁判员朱成云、鲍正祥、贾
超，国际象棋国家一级裁判员程璞，足球国家一级
裁判员谷智、张志戬。
【竞技比赛成绩】 在省级以上比赛中，淮阴区运
动员共获奖牌２８枚，其中省级比赛金牌１０枚、银
牌４枚、铜牌８枚，国家级比赛获金牌２枚、银牌２
枚、铜牌２枚。
４月７日～ １０日，在市工业园区实验学校举

办的淮安市第八届运动会学生部中小学生足球赛
暨第四届“市长杯”校园足球总决赛，我区袁集小
学获得女子（０４ － ０５组）第一名，男子（０４ － ０５组）
第二名；王营实验学校获得小学女子（０６ － ０７组）
第一名，男子（０６ － ０７组）第四名，初中女子（０１ －
０２组）第一名，男子（０１ － ０２组）第一名；淮阴中等
专业学校获得男子组第十四名。
４月１７日～ ２２日，在河北省迁安市九江体育

中心举办的全国女子拳击锦标赛，陈思敏获得女
子组７５公斤级银牌。
５月１２日，在山东淄博市体育中心举办的

“２０１６全国男子拳击锦标赛暨中国拳王争霸赛总
决赛，淮阴区训练输送的运动员郭晋代表江苏参
赛，获男子组９１公斤冠军，获拳王称号。
５月２７日～ ３１日，省青少年田径锦标赛暨县

组田径比赛（第二赛区）在建湖县举行，丛谢获得
１６ ～ １８岁组１００米冠军，王成留获得１６ ～ １８岁组
１１０米栏第三名。

６月６日，在秦皇岛举办的２０１６年全国青年
女子拳击锦标赛，袁慧平获女子组６４公斤级第
三名。
７月４日～ ８日，在淮安市淮阴区举办的２０１６

年江苏省青少年拳击锦标赛中，淮阴区运动员夺
得５金１银４铜：王康志获得男子乙组５０公斤冠
军；马超获得男子乙组５５公斤冠军；袁慧平获得
女子甲组６６ ～ ７５公斤冠军；吴越获得女子乙组５６
～ ６０公斤冠军；赵梦癑获得女子乙组＋ ６８公斤冠
军；毛露瑶获得女子乙组６４ ～ ６８公斤亚军；金媛
媛获得女子乙组４６ ～ ５１公斤季军；吴仪得女子乙
组５２ ～ ５５公斤季军；戚儒威获得男子甲组＋ ８１公
斤季军；刘子源获得男子乙组６１公斤季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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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月１６日～ ２０日，在镇江市丹徒区举办的
２０１６年江苏省青少年武术（散打）锦标赛，区武术
（散打）队夺得３金２银２铜：范扬扬获得男子甲
组６５公斤冠军；王梦成获得男子甲组６０公斤冠
军；徐雨婷获得女子乙组６５公斤冠军；施家豪获
得男子甲组６５公斤亚军；葛丹丹获得女子甲组６０
公斤亚军；汪士豪获得男子乙组６５公斤季军；袁
传豪获得男子乙组５６公斤季军。
７月１６日～ ２２日，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举办

的２０１６年全国拳击锦标赛（１９ ～ ２３岁组），蒋园获
得女子组７５公斤级亚军。
７月２３日～ ２６日，在盐城市举办的２０１６年江

苏省青少年象棋锦标赛，淮阴韩侯棋院棋手吕亮
舟获幼儿组冠军。
７月２５日～ ３１日，在浙江省嘉兴市举办的

２０１６年全国象棋少年锦标赛，淮阴韩侯棋院选手
李长治获得男子丙组第六名。
８月３日～ ９日，在淮安市举办的２０１６年江

苏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男子丙组），区袁集小学、
王营实验学校组队代表淮安市参赛，获得第三名。
８月２４日～ ３１日，在葫芦岛举办的２０１６年全

国少年拳击锦标赛，吴越获女子组６０公斤级第
三名。
１１月１１日～ １４日，２０１６年“九江杯”全国女

子拳击冠军赛暨拳王争霸赛在迁安市九江体育中
心落幕，陈思敏获拳击冠军赛女子组７５公斤级
冠军。
２０１６年江苏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淮阴区少

年足球队（代表市参赛）获第二名。
【承办赛事】 主动主办、承办各级各类比赛，特别
是举办国家级、省级重大比赛，做精做强象棋品牌
赛事，以此来宣传淮阴、展示形象、扩大影响。

象棋之乡影响巨大　 策应中国象棋协会推出
的２０１６中国体育彩票全国象棋业余棋王赛，拓展
“淮阴·韩信杯”象棋国际名人赛赛事内涵，彰显淮
阴“人人是棋手、处处有象棋”文化体育风貌，打造
全民健身活动和象棋文化的特色，５月２８日，在全
国率先启动乡镇象棋棋王赛———王营镇和高新区
棋王选拔赛，随后全区２１个乡镇有１６个乡镇举办
棋王选拔赛，全区有１０００多名棋手参赛，成为全国
唯一将此项比赛深入到各乡镇的县区。中国象棋
协会授予淮阴区为２０１６中国体育彩票全国象棋业
余棋王赛全国“十佳分站赛”单位。

品牌赛事　 继第六届、第七届淮阴·韩信杯
象棋国际名人赛在海外成功举办后，１１月８日～
１５日，第八届淮阴·韩信杯象棋国际名人赛在澳
大利亚悉尼紫薇孔子课堂举办。该届赛事特别注
重象棋文化的交流，来自７个国家的１２位中外象
棋大师在新西兰的奥克兰孔子学院及澳大利亚的
悉尼紫薇孔子课堂，与老师们展开《韩信与象棋文
化》《象棋在世界范围的推广及普及》《象棋让人
聪明、聪明让人下好棋》的座谈，举行韩信典故残
局有奖征答、特级大师与棋迷的车轮战等交流活
动。赛后，他们还举办棋谱评论征文活动。《人民
日报》、中央电视台、香港卫视、《中国体育报》、
《澳洲新快报》、新西兰第３３频道电视台、澳洲中
文台、人民网等媒体和网站分别进行报道，中国智
力运动网记者现场全程跟踪报道。对该届赛事，
新西兰有关人士赞誉：“淮阴·韩信杯”的淮安（淮
阴）———奥克兰象棋文化交流活动是一次发现大
洋洲象棋“新大陆”的“破冰”之旅。

承办省级比赛　 ７月４日～ ８日，承办江苏省
青少年拳击锦标赛。该次省拳击赛参赛人数多，
比赛场次多，驻地分散，接待和比赛安排难度大，
通过认真策划、精心准备、合理安排，比赛的各项
工作井然有序，取得圆满成功，受到来自全省各大
市的２００多名教练员、运动员的一致好评。

卫　 生
【概况】 ２０１６年，淮阴区卫生系统有在岗职工
４５５７人。其中，在编１６６３人，人事代理４２０人，劳
务用工１７９９人，乡村医生６７５人；具有正高职称
３０人，副高职称１１３人，中级职称７７３人，初级职
称及其他３６４１人；研究生学历５６人，本科学历
９８８人，大专学历１３１４人，中专及以下２１９９人。
淮阴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下辖淮阴人民医
院、淮安市口腔医院、淮阴区妇幼保健院、淮阴区
疾控中心、淮阴区卫生监督所５个区直单位，王
营、营中、果林、杨庄４个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以及渔沟、南陈集、棉花庄、徐溜、刘老庄、丁集６
个中心卫生院和韩桥、赵集、吴城、码头、凌桥、三
树、吴集、袁集、西宋集、古寨、五里、老张集、王兴、
新渡１４个乡镇卫生院以及２２个乡镇计生站。
【疾病预防与控制】 承办中国健康教育中心、中
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省卫生计生委主办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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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个“联合国糖尿病日”主题宣传活动。承办江
苏省第９个“全国疟疾日”宣传启动仪式。培育大
学生村官健康生活指导员队伍制度在全国健康生
活方式大会上作经验交流。上消化道癌早诊早治
项目工作连续两年获国家癌症基金会“优秀项目
奖”。淮阴区达到消除疟疾标准。获江苏省免疫
规划（预防接种）工作先进集体，江苏省疾病预防
控制工作先进集体称号、江苏省重点职业病监测
与职业健康风险评估工作先进单位。淮阴区在全
市人感染Ｈ７Ｎ９禽流感防控桌面推演竞赛中荣获
一等奖。淮阴区选手在江苏省基层医生高血压、
糖尿病规范用药比赛中获团体一等奖，并代表江
苏省一队出征江苏、浙江、上海举办的长三角社区
医生高血压、糖尿病规范用药知识竞赛，获得团体
二等奖。适龄儿童常规接种一类疫苗２１０７９３人
次，脊灰强化服苗１１５７人次，４岁以下儿童建卡
率、发证率１００％。落实传染病防控措施，法定传
染病总发病率３１４ ２８ ／ １０万，无甲类传染病和暴
发疫情发生。建立城乡居民电子健康档案６９ ６５
万份，动态管理人数４１ ３１ 万人次，建档率
８９ ２４％以上，动态管理率５９ ３２％。规范管理高
血压病人８ ３万人、糖尿病病人２ １９万人、重性
精神病人２７５４人。
【卫生应急】 制订２０１６年淮阴区卫生应急工作
要点。组织区级应急知识培训２次，受训人次３００
余人。参与市政府组织的地震应急演练；组织区
级中东呼吸综合征疫情防控桌面演练，参演人员
１００人。在全区开展卫生应急志愿者招募工作，共
招募１２０名，修订《淮阴区卫生应急志愿者队伍管
理办法》。结合１２３２０，在全区开展卫生应急知识
“进社区、进企业、进机关、进学校、进农村、进家
庭”六进活动。修订《淮安市淮阴区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应急预案》《淮阴区突发公共事件医疗卫生救
援应急预案》。完成大型活动医疗保障９次，其中
国家级１次、省级２次、市级１次、区级５次。上报
１２３２０卫生应急宣传信息４篇。
【爱国卫生】 南陈集镇、渔沟镇、韩桥乡完成农村
改厕２０３２座。渔沟镇、凌桥乡分别通过省、市级
卫生镇考核验收；老张集乡通过省级卫生镇复审，
徐溜镇、新渡乡通过市级卫生乡镇复审；渔沟镇渔
沟村、淮河村；凌桥乡李庵村、三堡村创建成省级
卫生村；王营镇双和村，老张集乡郑湾村、洪涯村、
玉尧村通过省级卫生村复审。在春季、秋冬季灭

鼠活动中，共投放鼠药１ ６吨，有效遏制老鼠繁殖
高峰。在夏季灭蚊蝇工作中，投放１ ５吨灭蚊蝇
药物，城区蚊蝇的密度得到有效控制。组织开展
全国第２８个爱国卫生月和江苏省第２０个健康教
育宣传月，在社区、学校、医院企事业单位以及城
区各公共场所等组织开展为期３５天的“倡导健康
方式，提高居民健康素养”为主题的系列健康知识
巡展活动。开展“淮阴健康文化乡村行”公益活动
启动仪式，邀请省疾控中心控烟专家举办全区公
共场所与工作场所控烟培训班。在《淮阴报》上刊
登无烟生活主题活动知识竞赛，共收到全区各单
位和乡镇２０００余份答题卡。区、镇（乡）、村共组
织健康素养巡讲９８０余场次，发放宣传资料５０万
份，接受健康咨询３ ６万人次；及时更换健康教育
宣传栏２２０块。分别对全区１７４个农村水厂和１
个城市水厂枯水期、丰水期水质进行全面检测，共
采集７４４份水质；枯水期采样３４８份水，合格３３０
份，合格率为９４ ８３％；丰水期采样３４８份水，合格
３３４份，合格率为９５ ９８％；城市生活饮用水采样
４８份，监测３６份，合格３６份，合格率为１００％。

省卫生监督所检查口腔医院

【卫生监督】 开展取缔非法诊所、规范公立医院
依法执业行为、游泳场所整治、疫苗接种、抗菌药
物临床应用、放射诊疗场所专项检查、学校卫生以
及传染病分类监督综合评价等１０次专项行动。
日常监督３５００户次，监督覆盖率１００％，取缔无证
行医４８户，立案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案件１０３起，
案件查处率１００％，其中医疗卫生案件６８起，公共
场所卫生案件１８起，生活饮用水１６起，职业卫生
１起。申请法院强制执行２３起，移送公安机关８
起，未发生一起行政诉讼败诉案件，群众满意率
１００％。获得国家卫生行政执法微课大赛表彰，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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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卫生监督工作先进单位、省卫生监督执法全过
程记录试点单位、省卫生行政执法微课大赛一等
奖、市依法行政规范化示范点、市目标考核一等
奖、市卫生行政执法微课大赛特等奖、市行政处罚
和行政许可案卷一等奖等。
【基层卫生】 创成全国“群众满意的乡镇卫生
院”７个、全国示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１个、省示范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２个，省示范乡镇卫生院１７
个，省示范村卫生室１９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省
级以上示范化率８３ ３％，居全省前列。丁集疼痛
科、棉花肛肠科创成省特色科室，全区基层医疗机
构建设特色科室１１个，其中省特色科室９个。
２０１６年，全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门急诊人次
３１９ ５万人次，占全区各级医疗机构总诊疗量的
８１ ３％，区乡两级新农合住院总人次９ ７万人次，
基层住院人次占比达到６０ ３％，提前实现“九成人
看病不出区，六成人住院在乡镇”。规范实施１２
类４６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全面实施个性化
签约服务工作，全科（乡村）医生签约服务乡镇覆
盖率１００％，个性化签约率３１ ９５％。王营、营中、
果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被评为江苏省“家庭医生
服务模式创新建设单位”，家庭医生服务模式创新
被市委、市政府列为２０１６年度创新项目。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统筹水
平不断提高，人均筹资标准从５６５元提高到６５０
元。居民医疗保障水平稳步提高，在全面执行市
补偿意见的基础上，将门诊支付限额从３００元提
高到６００元，血透费用支付比例维持在９０％，计划
生育特别扶助家庭住院可报医疗费用扣除门槛费
用后全部报销，“五保”对象门诊医疗费用补偿不
设封顶线。
【妇幼保健】 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机构和人员持证
率１００％。新生儿死亡率和出生缺陷发生率分别
为１ ８５‰和４ ５‰。婴儿死亡率３ ５‰，５岁以下
儿童死亡率４ ９６‰，孕产妇死亡率９ ７３ ／ １０万。
重大妇幼卫生服务项目推进有力，农村孕产妇住
院分娩获得补助５１１１人，农村孕早期妇女补服叶
酸７１７４人，孕产妇艾滋病、乙肝、梅毒免费检测
１２７０２人。切实加强婚前、孕前健康检查，全年免
费婚前检查报表上报１２０７２对，检查率１００％；免
费孕前检查任务数５２９７对，实际检查５６５８对，完
成率１０６ ８２％；妇女病普查率８９ ３％；宫颈癌检查
２ ５万人，乳腺癌检查２ ６７万人，宫颈癌检查完成

率１００ ０２％，乳腺癌检查１０６ ９６％。
【医政医管】 始终以医疗质量安全为中心，完善
“月督导、季检查”监管制度，强化落实每月医疗
质量管理点评、每季度病案文书点评、每季度检
查问题点评等三项点评制度，加强医院感染管
理，严格落实临床各项诊疗规范和医疗核心制
度。开展“‘三基’理论知识竞赛、医护临床操作
竞赛、急诊急救技能竞赛”“‘十二五’期间医疗
救治十大优秀案例”等系列评比竞赛活动。全年
举办各级各类学术讲座、培训６８场次，参与培训
医技人员３１８０人次，全年开展各项医疗质量检
查２０余次、召开医疗质量管理会议１０次。全年
基层医疗机构发生医疗纠纷９例，均有效化解。
全年基层医疗单位发生呼吸心跳骤停２０例，成
功复苏１５例，复苏成功率７５％。医政医管工作
在淮安市卫生计生委２０１６年度目标考核中获得
第一名。
【中医药管理】 加强中医药服务体系建设，全区
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均设置规范化
的中医科、中药房，配备中医诊疗设备，全区２２６
个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均设立中医诊室。
全区现有１８家基层医疗机构建成各具特色的“中
医馆”，其中王营、棉花、丁集、吴城、码头、果林、五
里、刘老庄、韩桥创建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诊
疗区（中医馆）服务能力建设项目均通过省级验
收。码头、棉花、徐溜、赵集先后被评为江苏省乡
镇卫生院示范中医科并通过省级验收。开展“第
六届中医药就在你身边”中医药文化科普巡讲活
动，开展中医药文化科普巡讲共６２场次，向群众
免费发放宣传材料４５１８份，设置宣传展板８４块，
现场参与群众累计约２９４４ 余人次，媒体报道
１２篇。
【药政管理】 区、乡、村三级医疗卫生机构规范实
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２０１６年度基本药物网上集
中采购、配送７２９０ ５５万元，配送率９７ ２％，平均
采购成本下降近４０％，直接减轻患者负担４８６０余
万元。强化各级医疗卫生机构抗菌药物临床应用
管理，落实使用报备和分级使用制度，门诊、住院
抗菌药物使用率分别下降至２０％和５６％。
【医学科技与教育】 选派６名基层医院管理人员
参加省城乡基层卫生机构干礼人员培训班，安排
两批、５０名基层卫计人员赴市一院跟班进修，住院
医师规范化培训１９人，３０７名乡村医生参加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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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医生初级急救知识与合理用药培训，举办各
类培训讲座４５次，受训２６８０人次。组织４７名基
层管理人员赴中山大学学习进修。
【规划财建】 财政补偿机制日趋完善，全年获得
各级各类补助资金４ ７３亿元，其中区级配套２ １２
亿元，基层单位债务清理化解工作有序推进。积
极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全年区卫计系统基本建设
项目２７个、建设总面积２４０００平方米、总投资
４６７８万元。其中，淮阴人民医院异地新建项目完
成投入５００万元，进行桩基检测；新建渔沟医养融
合及附属急诊中心项目完成总投资３０００万元，建
筑面积１２０００平方米；棉花中心卫生院投资２３０万
元建筑面积为１４５０平方米的中医馆改扩建项目
投入使用；果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投资５１０万元
建筑面积为２９５０平方米的门诊楼改扩建及病房
楼装修项目投入使用；投入４３８万元对７家卫生
院的１４个项目进行零星改造装修。省卫生厅补
助项目１２个，共计２９５万元，其中基层卫生院２
个、补助金额２００万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１个、
补助金额５０万元；村卫生室９个、补助资金４５万
元。全年新购进磁共振、ＣＴ等大型设备１２台，合
计５０００余万元，分别在王营、渔沟、码头、南陈集、
新渡等单位投入运行。全年向上争取２７类项目，
争取上级补助资金实际到账５２７４ ６４万元。
【医疗机构选介】 淮安市淮阴医院该院前身是
１９４１年成立的淮阴县抗日民主政府卫生室，１９４６
年更名为淮阴县人民政府卫生院，１９５１年更名为
淮阴县人民卫生院，１９７６年更名为淮阴县人民医
院，２００１年１月更名为淮安市淮阴医院。医院是
集医疗、预防、保健、康复、教学为一体的二级甲等
综合性医院，是江苏职业技术学校附属医院、江苏
省人民医院技术支持医院、南通大学医学院教学
医院，是市区医保及城镇居民医保定点医院，是区
内医院集团化建设的龙头医院。医院占地面积
１１ ６万平方米，建筑面积７ ３万平方米，核编床位
８００张，实际开放床位持续在１３００张到１４００张，设
置２０个职能科室、２４个临床医技科室，年门、急诊
量５４万人次，年出院量４ ８万人次。普外科、泌尿
外科、介入科为市级临床重点专科，骨科、妇产科、
胸外科、心内科、呼吸内科等优秀学科群体逐渐兴
起。医院有职工１３０６名，其中卫技人员１１５０名，中
高级职称４００名，硕博研究生４３名，本科生６５９名。
医院现拥有菲利浦１ ５Ｔ磁共振、双源ＣＴ、菲利浦

６４排螺旋ＣＴ、飞利浦ＤＲ、西门子大平板数字胃肠
机、ＤＳＡ、碎石机、史塞克腹腔镜、关节镜、电子胃镜、
肠镜、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西门子Ｓ － ２０００彩超、奥
林巴斯十二指肠镜、口腔ＣＴ机、等离子内窥镜系统
等先进仪器设备３００多台次，仪器设备总价值１亿
元。全院联网的电子信息系统和电子图书馆的建
立，使医院的数字化、信息化、现代化建设初具规
模。２０１６年，投资６亿元扩建建筑面积１０万平方
米的医院新建综合病房楼，预计２０１８年底竣工，届
时开放床位１５００张。

淮阴区妇幼保健院该院始建于１９５８年，是
淮阴区唯一集妇幼保健、基本医疗、健康教育、基
层业务指导等为一体的专业医疗保健机构，承担
全区妇女儿童的医疗保健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医院有职工２２７人，卫技人员２１０人，高级职称２７
人，中级职称５２人。研究生４人，本科学历１２０
人，大专学历８５人。设有床位１５０张。医院设有
妇女健康中心、儿童健康中心、围产保健中心，下
设妇女保健科、儿童保健科、生殖健康科、计划生
育科、妇产科、儿科等９个一级科室及１６个二级
业务科室。开展阴道镜手术、宫颈微波治疗、乳腺
疾病及妇科肿瘤手术、产后康复治疗、新生儿游泳
接触、儿童耳鼻咽喉保健、儿童心理卫生、儿童营
养、儿童康复、智力测试开发、儿童口腔保健、眼保
健等专科业务及无痛分娩、四维产筛、腹腔镜等新
技术、新项目。医院先后被授予“省级巾帼示范
岗”“省价格诚信单位”“市级文明单位”“市妇女
儿童工作先进集体”“市质量诚信单位”“计量诚
信单位”“市明码标价先进单位”“妇幼保健工作
先进单位”“和谐劳动关系，履行社会责任”星级单
位等荣誉称号。

淮安市口腔医院该院为淮安市公立二级口
腔专科医院，是淮安市政府２０１４年十大民生工
程。医院按照三级口腔专科医院建设标准进行规
划建设，着眼江苏前三、苏北第一、公立惠民、专业
领先的发展定位。２０１５年７月１６日，医院由老院
（原淮阴口腔医院）整体搬迁至新院，升格为淮安
市口腔医院，新大楼建筑面积１ ２万平米。医院
与江苏省口腔医院建立技术协作关系，成为江苏
省口腔医院淮安分院、南京医科大学教学医院；
２０１６年２月，医院被授予“淮安市口腔卫生指导中
心”，承担着淮安市及邻近县（区）广大群众的口腔
疾病临床诊疗和预防保健业务；７月，被授予“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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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省舒适化口腔治疗技术培训中心”；９月，淮安
市选举该院一人为中华口腔医学会第五届全国会
员代表；１２月，医院两人分别被聘为江苏省口腔医
学会口腔正畸专业委员会、口腔种植专业委员会
委员。医院科室设置齐全，设有正畸科、颌面外
科、牙体牙髓病科、牙周黏膜科、修复科、种植科、
儿童口腔科，另外还设置１３个ＶＩＰ诊室、口腔预
防保健科、医学影像科、医学检验科、辅诊科、消毒
供应室等临床和医技科室。全院设置口腔综合治
疗台８４张，病床５０张。专业设备齐全，拥有Ｐｌａｎ
ｍｅｃａ ＯＹ全景Ｘ射线系统、口腔内成像Ｘ射线机、
数字化成像及３Ｄ打印系统，徕卡显微镜、激光治
疗仪、ＬＥＤ光固化机、喷砂洁牙机等国际先进医疗
设备。医院积极开展口腔各项新技术新业务，开
展舒适化口腔治疗、心电监护拔牙、镇静无痛微创
拔牙、显微根管治疗、即刻种植牙、微整形、美容及
功能重建等业务。

王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该中心是淮安市职
工医保、淮阴区新农合和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承担
城区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的基本医疗、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中心业务用房５３００平方米。中心设
有内科、外科、妇产科、口腔科、中医科、康复科、检
验科、医学影像科、公共卫生管理所等科室。拥有
床位１１２张，人员１５８人。配备ＭＲＩ、ＣＴ、ＤＲ、彩色
超声诊断仪、奥林巴斯电子内镜、全自动生化分析
仪、五分类全自动血球计数仪、微量元素分析仪、
尿分析仪、心电监护仪、呼吸机、麻醉机、心电图
机、微电脑牵引治疗仪等专用设备。常规开展胃
肠、肝胆、甲状腺、口腔、耳鼻喉、乳房、骨科、剖宫
产、妇科及下腹部手术。２０１２年，中心组建家庭医
生团队，在苏北率先实施家庭医生制度，开展辖区
居民健康档案工作并实行电子化动态管理，经常
性开展健康教育工作，规范做好计划免疫和传染
病防控工作，定期为老人、妇女、儿童和慢性病患
者提供免费体检和疾病监测，有家庭医生团队１０
支，家庭医生１１９名。创新慢病管理模式，在大润
发超市设立“健康驿站”，社区居民可随时自测血
压、血糖等常规体检项目，实现健康管理模式的转
变。２０１６年６月，淮阴区卫计委、人社局、财政局、
物价局联合下发《淮阴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实施
管理办法》，制定全区统一的签约服务包及收费标
准，个性化签约３３１５ 人，重点人群签约率达
２０ ２％。中心积极开展智能医院建设，新增输液

系统，实现从患者取号、医生叫号、问诊、检查、诊
断、收费、取药到治疗的全程信息化管理，全科诊
室的医生工作站与居民健康档案系统全面对接，
病人的就诊信息能适时计入个人的健康档案，提
高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在病房有数字智能医疗
自助系统病房服务终端，病员可以自助查询住院
费用、点餐、服务评价、医院及医护人员介绍和惠
民政策宣传等，医护人员可以刷卡查询在院病人
信息，对查房、巡视、输液治疗情况进行实时记录。
中心以“医生进家庭，幸福洒淮阴”为旗帜，以“服
务好、质量好”为指南，以“群众满意”为标准，以
“如果您需要，我就在您身边”为理念，认真落实家
庭医生制度，全面深化社区卫生服务内涵，先后获
全国示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江苏省中医特色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江苏省群众满意的社区卫生服
务机构、江苏省爱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淮安市文
明单位、“爱敬诚善淮阴人”先进集体、江苏省优秀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江苏省文明单位等称号。中
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江苏卫视、
新华社等国家及省级媒体多次宣传报道中心的家
庭医生服务工作。

刘老庄中心卫生院该院始建于１９５８年，是
一所集医疗、预防、保健等为主的公立性全科医疗
服务单位，下设１０个村卫生室。辖区人口２ ４万
人，服务范围辐射周边约７ ～ ８万人口。用房面积
１２０００余平方米，其中门诊面积１３００平方米，防保
所６００平方米、中医馆３００平方米、综合病房楼
８０００平方米。有职工１２５人，其中卫技人员１１６
人；开展的诊疗专科有：儿科、内科、外科、骨科、妇
科、产科、肾内科、中医科、康复科、口腔科等专科。
设有彩超、心电图、ＤＲ、ＣＴ、检验、胃镜等辅助检查
科室。检查设备有：日立螺旋ＣＴ、西门子ＤＲ、中
科美伦ＤＲ、西门子彩色超声机、奥林巴斯腹腔镜、
电子胃肠镜、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血气分析仪、全
自动血球计数仪、新生儿黄胆仪、骨密度分析仪、
微量元素测定仪、自动化学发光免疫测定仪、眼科
检查等设备、中药熏蒸舱、Ｃ１３红外光谱仪等。
２０１６年，该院投入４００余万元建成近５００平米的
苏北首家乡镇卫生院血透中心，并新配置１５台瑞
典进口ＧＡＭＢＲＯ血液净化机、１台血滤机以及其
他配套设备，１０月透过市卫计委评估验收后投入
使用，固定透析病员近４０名左右；投入１０余万元
建成视频远程会诊中心，具备与上级医疗机构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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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通讯、信息共享的功能，可以实现实时视频会诊
功能；投入１０余万元建成眼科视力矫正中心；在
输液大厅建成雾化室；投入２０余万元装修郑河卫
生室，并获得省示范卫生室称号。该院开放床位
９９张。总收入３１００万元，比上年增长５２％；其中
业务收入２０８９万元，比上年增长２２％；完成门急
诊８４８１５余人次，比上年增长１４％；收治病人６６１２
人次，比上年增长１２％。２０１１年，刘老庄中心卫
生院成为淮阴区首家“江苏省示范乡镇卫生院”；
２０１４年，成为淮安市首批、淮阴区首家市级“绿色
医院”；２０１５年，被淮阴区人民政府评为“淮阴区
十佳健康管理团队”；２０１６年，被评为“全国群众
满意乡镇卫生院”称号。

渔沟中心卫生院该院是一所集医疗、预防、
康复、保健、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健康教育及养老
为一体的综合性医院，医院下设韩圩分院１所。
医院有职工１６０人，其中中级以上职称４０人，医
院设有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等常规临床科室，
微创外科、骨科、神经内科为特色专科，其中神经
内科是江苏省卫计委首批验收通过的特色科室。
配置ＧＥ１６排ＣＴ、西门子Ｓ２０００彩超、ＤＲ、全自动
生化分析仪、血球计数仪、电子胃镜等仪器设备
１００余台，１ ５Ｔ超导磁共振配置完成招标，将于门
诊楼装修后投入使用。医院实际开放床位２００
张，年门诊量１６万人次，年住院病人０ ９万人次。
医院向西扩建１ ５倍，占地４５亩。２０１３年，建病
房楼６层（框架结构）６５００平方米，总投资２５００万
元。病房采用地源热泵系统（中央空调），病房内
独立卫生间、２４小时热水（淋浴），２部电梯、３个
现代化标配手术间、中央供氧（吸引），极大地改善
住院环境。医院先后被评为首批国家级“群众满
意的乡镇卫生院”、江苏省“示范乡镇卫生院”、淮
安市“惠民医院”。２０１６年，根据社会老龄化的现
状以及医院发展需要，在院内新建“淮阴区医养融
合服务中心”大楼７层（含地下一层），建筑面积
１７１４３平方米，总投资８０００万元，同时新建现代化
门诊楼５层，建筑面积５６５３平方米，总投资３０００
万元。医院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上，加快
设备投入、科室建设、人才培养等措施，并按照“国
家级重点中心镇”建设要求，卫计委总体规划，争
创“二级综合性医院”。

南陈集中心卫生院该院始建于１９５８年，是
淮阴区运南区域的诊疗中心，医疗辐射半径１５公

里，辐射人口２０余万人。是区医保及合作医疗定
点医院。医院占地面积２１６９８平方米，建筑面积
１２３４５平方米，净资产４６６４ ０３万元，有职工１９６
名，其中医技人员１７２名，中、高级职称７０余人。
核编床位１５０张，实际开放床位２６０张，设置１５个
职能科室、２１个临床医技科室，年门、急诊量１６万
余人次，年出院量１ ３万人次。医院设有内科、外
科、妇产科、儿科、中医科、口腔科、皮肤科、病理科
等；同时开设骨科、泌尿外科、呼吸内科、消化内
科、心血管内科等专科。骨科为市级特色专科，儿
科为省级特色专科。医院现有核磁共振、原装日
立螺旋ＣＴ、奥林巴斯电子胃镜、岛津－ ＤＲ、ＡＵ４８０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美国利普刀、四维彩超、Ｃ臂
机、宫腔镜、腹腔镜等先进仪器设备１００多台次；
医院呼吸内科、消化内科、骨科、泌尿外科、妇科、
产科、中医科、口腔科等诊疗技术处于先进水平，
儿科特色尤为显著，基本实现医疗设备现代化，诊
疗方法多样化。医院先后被评为“青年文明号”
“爱婴医院”“淮安市公共机构节能示范单位”“淮
安市绿色医院”“淮阴区十佳健康管理团队”“淮
安市文明单位”“省特色儿科”“江苏省示范乡镇
卫生院”“群众满意的乡镇卫生院”“二级综合医
院”。

丁集中心卫生院该院成立于１９５８年，是一
所综合医院。１９８３年，经省市卫生部门批准成立
淮阴乳糜尿专科医院；１９９３年，经主管部门批准增
设糖尿病研究所；２０１１年，挂牌为南京儿童医院技
术支持医院；２０１４年，被确认为江苏省示范乡镇卫
生院、绿色医院，同年特色科室乳糜尿专科、疼痛
专科被评为淮安市乡镇卫生院首批特色科室。
２０１６年，被确认为全国群众满意的乡镇卫生院，同
年特色科室疼痛科被评为江苏省特色科室。医院
占地１３８００平方米，门诊楼１２００平方米；病房楼
６０００平方米；防保综合楼１２００平方米。医院有职
工１３４人，其中卫技人员１１５人，具有中、高级职
称４５人。设有内、外、妇、儿及乳糜尿、糖尿病专
科、疼痛专科、肛肠科、病理科等２０多个临床及
医技科室。配备有１６排螺旋ＣＴ、ＤＲ数字摄影
系统、数字胃肠系统、日本丁德全自动电子胃镜、
德国西门子彩超、骨质增生治疗仪、全自动生化
分析仪、血球计数仪、牙科综合治疗仪、全自动洗
胃机、胎儿监护仪、射频、医用臭氧发生器、射频
控温热凝器、颈腰椎牵引床、骨质疏松治疗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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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熏蒸机、电脑骨伤治疗仪、超激光疼痛治疗仪
等先进医疗仪器设备。能够常规开展普外、肿
瘤、骨科、泌尿、肛肠、射频超氧治疗椎间盘突出
症及各类妇科、产科手术。曾多次接受省、市、区
领导的视察，有着“名传中华各省市、院在苏北一
乡村”的美誉。在人才引进和培养上，该院抓住
卫生厅“卫生支农”政策，积极争取到南京儿童医
院对口支农；先后选送外科、内科、妇产科、影像
科人员赴省、市级医院进修深造。乳糜尿、糖尿
病专科由主任郭佳堂主诊，他治乳糜尿、糖尿病
近２０年，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收治病员遍及全国
各地。该专科有医护人员１５人，其中中级以上
职称５人。疼痛专科由郁立飞主诊，先后被选派
到南京鼓楼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等上级医院学
习，并取得长期的技术指导，在ＣＴ定位下常规开
展经皮椎间盘射频消融术、胶原酶融盘术、脊神
经后支射频术配合选择性神经根阻滞、骶管滴
注、小针刀治疗、颈腰椎牵引等方法治疗腰椎间
盘突出疗效确切。

棉花中心卫生院该院（淮阴区肛肠专科医
院）下辖大兴分院及１０个村卫生室。医院占地约
１５亩，建筑面积９５００平方米，业务用房８６００平方
米。医疗服务辐射半径１５公里，服务人口约５ ８
万余人。医院创建于１９５８年，是以肛肠专科为特
色，集医疗、预防、保健、计划生育、健康教育、康复
为一体的综合性基层卫生服务机构。其主要职能
有：为群众身体健康提供医疗与预防保健服务、常
见病多发病诊治、院前急救、巡回医疗、常见病多
发病护理、恢复期病人康复治疗与护理、卫生防
疫、妇幼保健、健康教育、计划免疫、乡村医生业务
培训与技术指导、初级卫生保健规划实施、合作医
疗组织与管理、卫生监督等。２０１１年，创建成为
“江苏省示范乡镇卫生院”；２０１５年，创建成市级“卫
生应急规范化乡镇”和全国“群众满意乡镇卫生
院”。医院有职工１２６人（卫技人员１１２人），其中
中级以上职称３０人，大专以上学历７０人。实际开
放床位１２０张。设有预防保健科、内科、儿科、外科、
肛肠科、妇产科、中医科、麻醉科、医学检验科、医学
影像科、口腔科、小针刀科等临床科室。其中肛肠
科和小针刀科被省卫计委确认为特色科室。医院
医疗设备较为齐全，拥有ＣＴ、ＤＲ、ＣＲ － Ｘ光机、双
探头彩色Ｂ超机、全自动血液生化仪、进口富士通
ＥＧ －９９ＷＲ胃镜等大小型医疗设备４０余台。

徐溜中心卫生院该院成立于１９５８年，是一
所集医疗、预防、保健、康复、计划生育指导、健康
教育于一体的现代化一级甲等卫生院。是淮安市
中医院技术支持医院、淮安市中医院医疗联合医
院。是“江苏省示范化乡镇卫生院”、全国首批“群
众满意的乡镇卫生院”，是二级综合性医院创建单
位。该院有业务用房９３３９平方米，开放床位１２０
张，职工１０７人，中级职称１３人，初级职称５６人，
其中医师３７人、护理人员３４人，服务周边乡镇人
口１０余万人。该院投入２０００余万元添置进口１６
排螺旋ＣＴ、数字化Ｘ线摄影系统（ＤＲ）、进口彩
超、全自动血球计数仪、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电子
胃镜等，为临床诊断提供有力保障。中医针灸科
为江苏省特色专科，开放床位２０张，拥有针灸理
疗、康复治疗、疼痛治疗等诊室，增加激光、微波、
颈腰椎牵引床等专科设备。中医科擅长诊治乳糜
尿、糖尿病、不孕不育、老年病、男性病等疑难杂
症。外科能进行腹腔镜微创手术、四肢和关节骨
折、前列腺切除、痔疮和肛瘘、食道癌、肺癌等手
术。妇产科正常开展剖宫产、子宫切除、卵巢囊
肿、宫外孕和子宫肌瘤手术治疗等。

红十字会
【概况】 区红十字会注重推进应急救护培训、募
捐救助、献血捐髓、宣传传播、志愿服务等核心业
务，为构建文明和谐社会做出贡献。
【宣传工作】 结合文明城区创建开展红十字公益
宣传。落实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创建任务，广泛开
展造血干细胞捐献、遗体捐献、器官捐献宣传工
作。多次举办群众体验参与互动活动。以纪念“５
·８”红十字日为契机，多次举办红十字开放日活
动，向群众展示红十字会服务核心区建设、开展创
建全国文明城区工作的情况，宣传避险逃生、自救
互救知识，征求群众代表对红十字会工作的意见
和建议，拉近和百姓距离。加强红十字工作宣传
和舆论引导。在江苏文明网站、省红十字会网站、
省红十字报、淮安新闻、直击淮安以及市级报纸、
区级报纸、电视新闻等多家单位和媒体采用区红
十字会信息４７篇次。
【募捐救助活动】 打造“博爱在淮安”募捐品牌
　 广泛发动各医院、学校、乡镇、机关单位开展“博
爱在淮安”募捐活动。共募集“博爱在淮安”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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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 ８６万元，比上年增长４３％。
“盐城阜宁龙卷风”专项募捐　 区委组织部联

合区红十字会第一时间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募捐行
动，起草“盐城阜宁龙卷风”募捐通知，在网站和淮
阴区电视台上刊登和播出募捐呼吁书。共募集
“盐城阜宁龙卷”善款２６ ６６万元，物资１０ １１万
元。募集金额居全市各区县首位。

红十字系列救助活动　 开展“博爱进万家、红
会送温暖”活动，集中对困难群体实施人道救助。
采取“即报即救”的方式，随时对困难人员及家庭
给予必要的救助和关怀。２０１６年，区红十字会共
计投入救助款１０ ３５万元，救助困难家庭１５０户。
【应急救护培训】 ①落实防灾应急体系规划任
务。在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重点行业普及防
灾应急、心肺复苏、创伤包扎和避险逃生等知识技
能。全年应急救护知识普及人数７４８９人，培训初
级急救员９３６人。②开展应急救护培训进社区活
动。为了使应急救护培训更加贴近地气，在各社
区全面开展应急救护培训进社区活动，提高群众
应对自然灾害、突发公共事件应急能力。全年在４
个社区举办培训班，普及人数１３６０人。③提高应
急培训工作质量。组织５人次师资参加省红十字
会继续教育培训班。选拔具有医疗卫生专业背景
人员充实师资队伍。④加强区红十字会救援队建
设。与区地震局合作，选派骨干志愿者组建淮阴
区应急辅助救援队，并组织救援队成员参加区红
十字会应急骨干志愿者专业强化培训、处突维稳
急救日展示活动。

【开展三献工作】 在５·８纪念日期间在区农工
商超市门前组织开展主题为“架起大爱桥梁　 重
燃生命之光”的造血干细胞志愿者血样采集活
动，活动当日共采集血样３０多份。并利用此次
采集活动向广大市民宣传有关无偿献血、捐献造
血干细胞、应急救护等方面的知识，发放宣传小
册子２００余份。在６月的公务员献血活动中，派
发有关无偿献血、捐献造血干细胞、应急救护等
方面的知识宣传册，动员大家参与捐献造血干细
胞的活动。当天有６０余名公务员志愿捐献造血
干细胞，合格采集４０多例。９月１３日，进企业宣
传捐献造血干细胞的相关知识，当天采集血样２７
人份。全年共完成再动员３０人，高分辨１４人，
其中进入体检２人，实现捐献１人。１１月２５日，
淮阴区第三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沈洁在南京成
功捐献。
【创新项目】 争取省红十字基金会的“无悔青
春防治艾滋”项目，援助资金到账４万元，针对
此项目的组织与实施，区红十字会联合淮安市
红十字会、区疾病控制中心约请省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治主治医生李建军，为淮
阴师范学院大一新生讲解艾滋病流行形势及综
合防治知识。每季度开展一次防艾志愿者培训
及同伴教育，使学员全面认识艾滋病并掌握预
防技巧，正视自己的心灵，用心关爱善待艾滋病
人。青年同伴教育培训活动通过学生讲授、学
生聆听、学生参与等方式，以学生为中心，互相
教育，互相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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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文化

科学技术
【概况】 ２０１６年，全区科技工作坚持以促进发展
方式转变、产业转型升级为主线，重点实施创新主
体提升、产业创新发展、园区提档升级、科技服务
推进、科技创新惠民和知识产权示范等六大工程，
强化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营造“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的良性生态。全社会研发投入占ＧＤＰ比重
达到２ ２％。每万名劳动力中有研发人员２６人。
全年累计建成国家高新技术企业３７家，高新技术
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比重达２０％。星创
天地建成国家级众创空间，振达钢管获批省级院
士工作站，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机构建有率
１００％，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机构建有率达
４０％，新增市级以上企业“两站三中心”１４家。市
级以上科技企业孵化器在孵企业数１０２家。高新
区获批一家市级创业创新公共服务平台。科技型
中小企业累计建成６５家。获批农村科技服务超
市分店１家、便利店２家。为科技支行推荐１５家
备选企业。１００％落实科技税收优惠政策，没有发
现相关科技税收优惠政策未兑现的现象。专利授
权１３２４件，有效发明专利拥有２００件，完成专利
行政执法案件办理２６件。企业有效专利拥有量
占比达６０％。纳入市督导考核体系的新竣工工业
项目，统计代码在省高新技术产业产值统计范围
内的项目占总项目比重达到３０％。
【特色服务】 邀请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家指导全区
专利工作。５月３１日至６月３日，国家知识产权
局初审及流程管理部专家一行８人到淮阴区调研
纽泰格、万邦香料两家高新技术企业，当场答疑，
指导专利工作，并到淮阴工学院、淮阴师范学院两

所高校开展知识产权进高校活动。开展“科技助
理挂钩科技企业”特色服务品牌创建活动。全区
科技骨干作为企业科技政策辅导员每人挂靠３ ～ ５
家科技型企业，促进企业科技创新，帮助企业在解
决政策、研发新产品、改进新工艺、税收加计扣除、
知识产权创造与应用等方面系统规划。企业科技
政策辅导员在“区领导挂钩全区重点企业”和宣传
省“４０条政策”方面产生积极作用，通过对挂钩企
业上门服务，赠送书籍等形式深化“４０条政策”宣
传的广度和深度，在全区上下掀起学习省“４０条
政策”的热潮。

防震减灾
【概况】 ２０１６年，淮阴区围绕创建防震减灾安全
示范区要求和建设“实力强、城乡美、群众富的幸
福淮阴”奋斗目标，扎实学习，团结奋进，创新实
干，获得全市防震减灾工作先进单位。

课题研究

【监测预报】 做好与市地震局共建的果林地震台
的管理工作，在道路两侧安装警示牌，对周边环境
进行整理，保证地震台监测设施的正常运行和观
测环境的安全。在全省市县监测预报效能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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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区地震局获评为优秀单位。在丁集、西宋集、
凌桥、赵集四个乡镇和淮阴小学分别建设地震预
警台。聘请２５名义务宏观观测员，遍布２１个乡
镇的２５个观测点。观测员及时记录观测结果，及
时汇报异常现象，为预研分析地震提供第一手
资料。
【例会制度】 建立助理员例会制度，明确每季度
首月的第一周周三下午为助理员例会，全年共召
开例会４次。将防震减灾助理员打造成防震减灾
知识的“宣传员”、防震演练工作的“教练员”、热
心公益事业服务的“勤务员”、自救互救的“指导
员”。
【防震减灾综合演练】 ５月１２日，市政府统一组
织地震应急综合演练，淮阴区承担主会场实兵实
战演练任务。在市应急指挥中心统一指挥下，淮
阴区启动Ⅲ级应急响应。在区指挥长的指挥下，
医院、交通、民政、消防、部队、公安等单位协调有
序，演练取得成功。王营镇西坝社区、淮阴小学、
淮安万邦香料有限公司、供电营业部、自来水公司
等单位和部门也分别开展地震应急救援、疏散
演练。
【应急救援】 成立由４５名预备役人员组成的淮
阴区地震应急救援队、由８０名家庭医生组成的淮
阴区地震应急医疗救援队。５月，区委常委、常务
副区长陈张为两支队伍授旗。
【课题研究】 ６月，区地震局局长张军提出课题
《悬湖———２０００万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隐患》，得到国
家地震局原副局长何永年教授的肯定和支持，并且
得到河海大学王锦国、南京师范大学陈锁忠教授的
参与。《洪泽湖区域地震活动背景预研究》获得省
地震局２４万元经费资助。１１月，市地震局专门邀
请有关领域的领导、专家进行研究，确定五点共识，
为进一步推动该项目的研究提供支持。由左绪正
执笔撰写的《纳湖入城战略下，洪泽湖产业结构重
塑路径研究》获得市社科联正式立项并经市专家组
审核通过，完成结项。

气　 象
【概况】 ２０１６年，淮阴区平均气温为１５ ２℃，比
历年平均气温高０ ４℃，年极端最高气温为
３６ ６℃，年极端最低气温为－ １３ ０℃。年总降水
量为１００６ ７毫米，比历年平均多６１ ２毫米。年日

照总时数为１８５０ ４小时，比历年平均少２３０ ２小
时，年日照百分率为４２％。年平均气温较常年略
高，降水略多，日照不足。灾害性天气较多，主要
灾害性天气有暴雨洪涝、强对流、连阴雨、高温、干
旱、雾和霾、低温冻害等灾害性天气。区气象局获
淮阴区２０１６年部门差别化考核先进单位、淮安市
气象局２０１６年目标考核优秀单位，并获得２０１３—
２０１５年省级文明单位称号。刘老庄为农服务示范
点被评为省级标准化气象灾害防御乡（镇）。

开展气象防灾减灾宣传活动

【重点项目】 淮阴气象灾害预警中心被列为市重
点工程项目，建设进展顺利，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区财政统筹资金全部落实到位，内部装修设计方
案完成，内部装修和各项货物采购招标工作基本
完成。智能化同时进场施工，水电和室内吊顶完
成，项目正常开展。
【优质服务】 认真做好台风、暴雨、高温等重大天
气的服务工作。

信息服务　 通过多种渠道发布服务信息。全
年共发布书面气象服务材料１９３期，手机短信约
１５万人次，农用天气预报１１期，春耕春播气象服
务５期，夏收夏种气象服务６期，秋收秋种专题气
象服务７期，农业气象月报１２期，农业气象旬报
３５期，重要天气报告４６期（７次被领导批示），发
布预警信号６０期，应急响应７次、媒体采访４次。
与农业、民政、水利、国土、林业、移动、联通等部门
签署合作协议１４家，与农委开展联合调查、联合
会商、联合制作并发布产品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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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三农”服务　 在总结上年工作经验基础
上，搞好为农服务体系建设。开展农业气象科普
宣传及服务工作。加强区域自动站建设，安装并
投入使用的刘老庄、娘庄村美阳农园小气候站和
五里土壤自动站运行工作正常，气象区域自动站
遍布全区。编制２０１６年“三农”专项建设方案，完
成为农服务示范建设点建设工作，刘老庄为农服
务示范点被评为省级标准化气象灾害防御乡
（镇）。
【气象服务】 公众气象服务　 利用手机短信、电
子显示屏、预警大喇叭、网络、ＱＱ群、电话、电视、
广播、传真、邮件、“９６１２１”声讯电话、微博、微信、
气象信息员等，并通过淮阴兴农网、淮阴政务网和
淮阴区电视台等媒体，发布农业、气象、政务等各
类信息。建立气象网络应用平台、专用服务器和
省市县气象视频会商系统，为气象信息的采集、传
输处理、分发应用、会商分析提供支持。每逢元
旦、春节、五一、国庆等重大节日和人大政协“两
会”及春播、夏收、高考、秋种、汛期等特殊时段，提
供气象服务保障。

决策气象服务　 利用“天气公报”“重要天气
报告”“重大灾害性、突发性、转折性天气预警信
息”和“汛期（６ ～ ８月）天气形势分析”等决策服务
产品，及时预报灾害天气过程，及时向党委、政府
和有关部门提供决策服务。

农业气象服务　 通过“９６１２１”、淮阴电视台播
报方式等向社会发布天气实况、天气变化趋势以
及极端天气态势等，指导农业生产，促进增产增
收。围绕构建农村新型气象工作体系，推进现代
气象业务体系、气象应急管理体系、公共气象服务
向农村延伸，为农服务等，强化气象灾害防御社会
化管理职能。加强区域自动站建设，安装并投入
使用的刘老庄、娘庄村美阳农园小气候站和五里
土壤自动站运行工作正常。

气象科普宣传　 利用“３·２３”世界气象日、“５
·１２”防灾减灾日、“５·１８”行政执法服务集中宣
传日、送科技下乡等大力宣传气象科普知识，让气
象科普入村，入企，入校，入社区。

文　 化
【概况】 全区文化广播新闻出版工作将社区文化
活动中心提升与区图书馆分馆建设两项工作综合

考虑、统筹谋划，确定４２个图书通借通还点，投入
５２万元，为点上配送书架１５５个、电脑桌椅４０套、
电脑１０台，图书１ ６万册，完成各点软件安装工
作，实现通借通还功能。投入２０余万元，重点对
袁集乡袁北村、丁集镇七一村等５个社区文化活
动中心进行提升。在区文化馆内新增区级非遗展
示厅，开通淮阴文化公众微信号，在免费开展少儿
钢琴培训的基础上，又增设儿童画、合唱、摄影等
多个艺术门类。区文化馆晋级为国家一级馆，区
博物馆一期工程张纯如纪念馆全面完成布展
工作。
【群众文化活动】 城乡业余文艺团队联动统筹
整合区镇两级文艺资源，全年组织开展各类文艺
演出６８７场。送戏１２１场，送电影２９８０场，送图书
２ ９８万册，送展览１５场。先后邀请１７个戏曲团
体到淮共计演出近４０场，演出剧种包含京剧、淮
剧、淮海戏等。演员阵容包括“梅花奖”得主２名、
“白玉兰”奖得主１名、国家一级演员３０名、国家
二级演员３５名，吸引观众近万人次。以开展２０１６
年淮阴区全民阅读·春风行动———十进书屋系列
活动为契机，以学龄前儿童、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
为重点，与区教育局、区妇联等单位联合开展阅读
关爱和阅读推广活动。

农村文化活动　 ２１个乡镇每个乡镇一场戏；
２５１个行政村每个村一场电影。开展“两学一做”
专题情境教学党课走进基层文艺巡演，与高新区
及２１个乡镇联动开展２２场“两学一做”主题巡演
活动。

城市社区文化活动　 春节、国庆期间，在黄河
广场举办“庆新春百姓广场娱乐周”和“庆国庆百
姓广场娱乐周”文艺演出。元旦、五一期间，组织
民间文艺演出团体开展文艺进社区活动。开展
２０１６年淮阴区“全民阅读·春风行动———十进书
屋”系列活动。以开展全民阅读活动为契机，以学
龄前儿童、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为重点，与区教育
局、区妇联等相关单位联合开展阅读关爱和阅读
推广活动。围绕文明城市创建、纪念中国共产党
成立９０周年和红军长征胜利８０周年，开展专题
文艺进社区活动。暑假期间，区文化馆在免费开
展少儿钢琴培训的基础上，又增设儿童画、合唱、
摄影等多个艺术门类。７月，在区文化馆内举办淮
阴、滨海书画联展，展出两地１００多名著名书画家
带来的１６０多幅书画作品，促进两地传统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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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与繁荣。９月、１０月，举办“颂歌唱给党　 共
筑中国梦”淮阴区百姓歌手大赛，吸引１１８名选手
报名参赛，其中１６名选手脱颖而出。
【民间文化艺术活动】 ２月８日在黄河广场举办
２０１６年春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记忆展。４月、５
月开展两次非遗传承人传习活动。其中“宋集跑
驴”进校园传承活动，邀请市文化馆舞蹈老师配合
跑驴传承人走进宋集中心小学，对“宋集跑驴”这
个民间非遗项目进行系统讲解、演示，手把手对小
学生进行传授；省级非遗项目“渔沟花鼓会”传承
人传习活动，邀请已退休的专家汤中元老师，对参
加传习培训的４０多人进行系统的讲解、传授，学
员均领会并掌握“渔沟花鼓会”的基本动作要领。
６月１３日组织瓷刻、布艺、剪纸、淮海琴书、渔沟花
鼓会等５个项目参加２０１６年淮安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展示展演活动。
【文化交流】 围绕弘扬母爱文化主题，开展文化
走出去活动，不断扩大和提升淮阴文化影响力和
知名度。①应邀出访韩国国际民俗音乐大祝祭。
５月２０日，中国淮阴民俗文化交流团应邀参加在
韩国庆尚南道固城郡举办的大韩民国国际民俗音
乐大祝祭，演出淮安古典舞《秀色》和市级非遗舞
蹈《情系莲湘》两个节目。②赴澳大利亚参加“母
爱”主题系列文化经贸活动。省非遗节目《马灯
舞》参加２０１６澳大利亚·中国淮阴“漂母杯”母爱
·爱母主题散文诗歌大赛颁奖典礼演出。③举办
“中国·淮阴大世界吉尼斯之最华人旗袍走秀，并
获两项“大世界基尼斯之最”，即华人旗袍走秀规
模最大，华人旗袍演艺参与人数最多。活动期间，
还展示淮阴剪纸、布艺、淮扬菜等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④举办第五届海峡两岸“漂母杯”母爱·爱
母主题散文诗歌大赛颁奖典礼。共收到参赛作品
６２１件，评出获奖作品３７件。为拓展参与度，大赛
分别设立成人组、初中组征文比赛。
【文化遗产保护】 落实文保单位修缮　 累计投入
４２万元，修复文保单位淮海二中旧址和王营清
真寺。

加大非遗保护传承　 坚持非遗传承从娃娃抓
起的理念，开展“非遗文化进校园”系列活动，二附
小编排的《马灯舞》登上央视１１套２０１６年戏曲晚
会舞台；由淮阴实验小学排练的淮海戏《赶集》入
选２０１６年“娃娃戏曲闹新春”春节联欢晚会。在
宋集中心小学举办市级非遗项目“宋集跑驴”传承

人传习活动。梳理新增“十八翻”等５个项目申报
市级非遗名录。

加强非遗文化宣传　 ６月１４日，举办主题为
“让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生活”的全国第十一个“文
化遗产日”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比赛活动，此次比
赛活动包括《渔沟花鼓会》《马灯舞》《淮海琴书》
《打莲湘》等多项优秀传统节目，还展示码头汤羊
肉烹饪技艺、庞玉超剪纸等静态非遗项目。
【文化产业】 强化组织保障　 为切实做好对全区
文化产业工作的指导、协调、服务工作，区文广新
局设立文化产业科，明确专人负责文化产业工作，
并以两办名义出台《淮阴区文化产业考核办法》，
文化产业工作取得实质性突破。全年新增淮安市
古堰文化传播、古清口休闲旅游生态园等“三上”
文化企业７个，文化产业增加值占ＧＤＰ比重增幅
２０％以上。

助推文化企业发展　 抢抓研究各级产业扶持
政策，组织申报省级以上文化产业引导资金项目７
个，申报数量全市第一。参加各级各类文化产业
招商推介会，新增龙凤婚纱摄影城、淮安薰衣草庄
园等投资规模３０００万以上文化产业项目４个。

探索实施文化创意＋相关产业发展模式　 对
区内文化及相关产业进行排查调研，坚持分类指
导的原则，分别帮助软件园创建市级文化产业园，
美嘉印刷基地创建市级文化产业基地，创建江苏
正诚文化产业有限公司文化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
的示范企业，淮安市农业科技产业园创建文化创
意＋特色园区基地。
【文化市场监管】 全区共有依法从事文化活动的
单位３４６家，其中网吧６６家，印刷４２家，歌舞娱乐
场所３家，打字复印３７家，出版物发行１９７家，影
院１个。

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为契机，加强对文
化市场的监管与服务，保障全区文化市场平稳有
序。①加大文化市场监管力度。以“扫黄打非”
“固边”“清源”“护苗”等５个专项行动为主线，联
合公安、工商、消防等部门，先后对出版物市场、网
吧、印刷企业及人员密集场所进行专项检查，共出
动人员２２０人次，检查书刊４４家、印刷厂１２家。
“淮海印务非法印刷教辅案件”被全国扫黄办列为
全国“护苗２０１６”八起重大案件，中央电视台６月
６日的“朝闻天下”节目对此进行报道，同时，人民
网、新闻网等网站也通过公布该信息。该案件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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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在全省第十一届文化行政执法案卷评查中获优
秀案卷。②形成工作合力。根据全市扫黄打非进
基层工作要求，区扫黄办结合实际，制订印发工作
方案，并组织人员对各乡镇扫黄打非工作进行指
导，全区２１个乡镇２５１个行政村（社区）全部制度
上墙，并配备专职扫黄打非联络员。③为平安文
化市场保驾护航。年初，与全区所有文化娱乐场
所签订安全生产责任状，层层落实安全生产责任。
６月１７日，联合消防大队联合在淮阴区“达人网
吧”开展消防安全现场演练，增强网吧经营户的消
防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
【新闻出版广电事业】 全年自筹资金６７０余万
元，新建区乡数字电视、宽带双向网络干线近３００
公里，为农村数字平移和智慧村镇发展打下基础。
全年完成高清互动电视发展指标２５２３户、宽带发
展指标１５６５户。加大宣传，继续实施低保家庭免
费收看电视政策。突出抓好节假日等重点时段，
做好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监管工作。另外，针对人
手不足的问题，发动社会力量，设立作品著作权登
记站，全年共完成作品著作权登记５８００件。
【文学艺术】 中篇纪实散文《消逝的中共秘史电
波》在《中国作家》杂志上发表；《从上古流淌而来
的河》在《红豆》２０１６年１月号上发表；《逆向评判
与文化担当》在《江苏作家》２０１６年１期上发表；
《一个状元的乌托邦》在《雨花》２０１６年７期上发
表；《好死场》在《江苏散文》２０１６年第１期上发
表；《一个王朝的挽幛》在《北京文学》２０１６年３期
上发表，《散文海外版》２０１６年３期、《读者》２０１６
年１４期、《悦读》２０１６年１０期转载；《血芦花》在
《散文百家》２０１６年２月头条发表；诗歌《坐化》在
《延河》２０１６年６期上发表。散文《那年大雪》获
江苏省第三届大众文学奖二等奖。篆刻作品《韦
编三绝“万印楼”》入展当代国际篆刻精英收藏工
程；《金以刚折》组印入展第二届全国篆书书法大
展；《云行雨施》组印入展江苏“群星”美术书法摄
影作品提名展；《变，变则生　 不变则死—甲骨文
印用字创作谈》（论文）获淮安市第十三届哲学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回顾与反思　 探索与
展望———淮阴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及对
策》在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征文评比中获三
等奖。调研文章《淮阴马灯舞的起源及其地域特
色》在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征文评比中获优
秀奖。在全市“双名工程”项目申报中，淮阴区获

批名作扶持３人、名家奖励１人。区文化馆在淮
安市“百姓文化艺术节”大赛中获优秀组织奖；在
淮阴区“文化艺术节歌手大赛”中获优秀组织奖。

　 　 区广播电视台和区文明办联合举办“荧光
夜跑”活动

广播电视
【概况】 淮阴区广播电视台实现非税收入７０１ １
万元；引进项目４个、竣工项目２个，其中在建１０
亿元项目１个、２亿元项目１个、５０００万元项目１
个、３０００万元金融项目１个。全年累计播发广播、
电视新闻节目７３０档，电视专栏节目累计播出１３５
档，外宣工作位居全市第二。提升装备水平，多方
筹措资金３００多万元，更换超期服役１０多年的硬
盘播出系统，为制作部更换矩阵切换台等设备，对
播出机房进行升级改造，广播电视整体播出效果
提升。提升职工待遇，推进“同工同酬”进程，克服
资金压力，参照全额拨款人员兑现自收自支人员
调资标准，为合同制人员每人普调工资５００元，调
动和保护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全年增加支出８０多
万元。在提升办公条件方面，调研广电中心建设
的可行性方案。
【宣传服务】 内宣方面　 抽调多名精干力量充实
到一线采访队伍，在《淮阴新闻》中开设《标杆再提
高　 纪律挺在前》《深化“两为”整治》《纪律大家
谈》《抓党建　 促发展》等专栏，累计播发各类稿件
２２２１篇。

外宣方面　 区委、区政府加大外宣奖励力度，
全年完成外宣稿件２４９篇，其中市台１６０篇、省台
８７篇、央视２篇，外宣排名跃至全市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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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办栏目　 《法在身边》《直击现场》《教育时
空》３个栏目分别提升全民法制意识，关注民生焦
点，展示教育风采，全年累计播出近１３５期、稿件
９２０多篇。
【经营增收】 巩固广告创收　 加强与长期合作的
房地产企业和药品经销商沟通交流，鼓励其树立
信心、增加投入，为他们做好服务，解决难题，鼓励
企业加快发展，走出困境，全年完成广告收入４５８
万元。

区广播电视台召开总结表彰大会
拓展各类展会创收　 在房展会基础上开拓汽

车展会、婚博展会。２０１６年，两届展会共销售房屋
３７０套、汽车４８２辆，销售额２ ３３亿元。

引导栏目做好创收　 ３个栏目以做强品牌为
支撑点，以做好服务为切入点、以联办节目为增长
点，主动对接机关、企事业单位，引导他们学中干，
干中学，全年共计创收近７０万元，超额完成创收
任务。

推行门面房公开招标　 为提高门面房的资产
收益，招标前，在各类媒体发布公告，吸引商家参
与；招标中，实行价高者得原则，保证收益最大化；
招标后，完善档案资料，确保手续规范完备。通过
推行公开招标，一楼大厅增收５０万元／年，其他门
面房增收２０万元／年。

报　 纸
【概况】 全区新闻宣传工作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
统一，加快创新步伐，深耕主业，扎根本土，推进融
合，提升队伍，各项工作取得较好成绩。在庆祝建
党９５周年大会上，新闻中心被区委表彰为“先进
基层党组织”，被区委、区政府表彰为“法治宣传工

作先进单位”，年底大目标考核“优秀单位”，社会
事业、宣传思想文化、食品药品安全等单项工作先
进集体。
【新闻宣传】 宣传策划　 年初，根据全区六大发
展战略制定全年新闻宣传策划方案，制定十项重
点宣传工作，精心设置各版面栏目，坚持贴近生
活、贴近基层、贴近群众的原则，提升报刊影响力。
共编印《淮阴报》２００期，派出记者跟随区领导采
访２０００余人次，刊登政务活动稿件１６００余篇。成
功报道区“两会”、“十二次党代会”等重大活动。
围绕中心，开设“我和我的身边人”“走进重大项目
现场”“抓党建　 促发展”“春季市容环境整治”
“抓好换届选举　 确保风清气正”“深入开展‘两
学一做’推动全面从严治党”等专栏，开展系列宣
传报道，取得良好宣传效果。

向上发稿　 全年采编人员在市级以上媒体发
表稿件１００篇，其中《新华日报》１篇、《中国组织
人事报》４篇、《党的生活》１篇、《科技展望》１篇。
１６人次在省好新闻竞赛中获奖，其中刘绪年的摄
影作品《带着奶奶去上学》在省县市新闻中心系统
好新闻评比中获一等奖。

电子媒体　 及时准确、图文并茂上传区委、区
政府政务活动到“中国淮阴”政府网、江苏淮阴新
闻网。共上传更新政府网站新闻８０００条；《淮阴
报》数字报网站、《淮阴报》手机版做到及时更新、
维护，上传数字报２００期。

报刊发行　 强化对《淮阴报》《今日淮阴》报
刊的发行管理。及时更新投递对象，定期了解投
递情况，４月，组织全体人员对城区范围内报刊投
递情况的进行督查，提高报刊覆盖面、知晓率和影
响力。

编读互动　 ３月２８日，召开通讯员座谈会，对
新闻中心宣传重点、规划以及此后一段时间的宣
传报道工作提建议。加强部门联动，和淮阴公安
分局联合开展第二届“淮警印象”征文摄影大赛，
淮阴十大“最美警察”评选活动，提高部门工作的
知名度、影响力、美誉度。
【多媒融合拓展舆论阵地】 ①创办和推广《淮阴
报》数字报手机版。５月１６日，《淮阴报》数字报
手机版正式上线。通过多种途经多种方法宣传推
广，把报纸放入口袋，开启阅读新时代，提高报纸
的覆盖面和影响力。②推进“江苏淮阴网”改版。
精简栏目，突出文化教育特色，突出淮阴网的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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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本土性和时效性。加强网上专题策划，使策划
引领下的网上专题成为报纸新闻专题的“蓄水
池”，把专题打造成淮阴网的品牌栏目、原创栏目，
以品牌专栏的推广带动网站影响力的提升。③加
大“幸福淮阴”微信公众号宣传推介力度。精心选
编内容，扩大“幸福淮阴”微信公众号受众面和影
响力。在建党９５周年书画、摄影、微故事大赛微
信投票活动中，共增加关注数３ １４万人，累计访
问数１８９ １４万次，累计投票次数９ ０８万次。区两
会进行直播，参与人数达５０００多人。④加大ＬＣＤ
阅报屏的宣传力度。丰富宣传内容，提高使用效
率。使用全媒体采编流程软件，实行投稿、编稿、
改稿、发稿、稿费统计的科学化，透明化。

江苏有线
【概况】 江苏有线淮阴分公司针对盘子小、用户
日趋减少、智慧业务无突破的情况，抓好生产经
营，公司效益取得较大提高，利润、营收均比上年
增长１０％以上。公众客户部在费用收取、安装维
护、用户发展上下功夫，收费率达９４％，维护率达
１００％，用户发展完成省、市下达的任务。集团客
户部在配套费征收上对全区开发商进行排查摸
底，逐个洽谈、签约，做到应收尽收，在频道落地费
洽谈、集团维系发展、费用征收、农网管理上做出
较大贡献，不到半年时间全面完成年初下达的营
收目标任务。全年实现营业收入１９０４万元，利润
总额７３万元，高清互动电视终端达０ ５３万台，宽
带用户数达０ ５７万户；数字电视用户保持净增
长，完成省、市下达各项经营发展指标。服务质量
快速提升，公司被区委、区政府表彰为“十大群众
满意公共服务单位”。
【抓用户转型谋求创新发展】 ①发展高清互动和
广电宽带用户。截至年底，高清用户达５３１０户，
同比增长１６１０户；广电宽带用户达５７４６户，同比
增长２１４６户。公司正式运营网格化和标准化营
业厅管理制度，公众客户部和领导班子科学研判，
适时调整考核办法。在考核办法上充分体现一线
员工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分配体制，有效调动员
工的工作积极性，提高工作效率。②培育新业务。
网格人员主动电话预约上门进行维护、收费、宣传
等服务。集团人员主动维系集团用户，主动联系
购物频道代理商，主动思考农村有线发展新增长

点，对接房地产开发商，做好各项费用征收登记和
服务工作。打通９６２９６平台与运维人员的联系通
道，公司为每位运维人员配备一部手机，使运维人
员缩短服务时间，贴近用户服务，提升广电服务质
量和水平。③提高队伍素质。公司要求统一服
装，统一文明用语，对待客户实行首问负责制，不
推诿扯皮，对用户投拆事件及时联系处理，及时反
馈至用户和上级部门，直到用户满意为止。④开
源节流严控支出。在办公用品及公务接待上严格
按规定办理审批秩序，在车辆管理上严控加油维
修手续，在管理工作中发现问题，及时提出，加以
改进。全年精减机动车２辆，节省支出近五万元。
【工程项目建设】 农村环网建设纳入区委、区政
府为民办实事项目，截至７月全面竣工。工程技
术部克服困难确保模拟、数字、宽带信号传输到各
乡镇，提高原农村有线信号的质量，为发展智慧农
村项目奠定基础。王兴、新渡双向网改造和数字
电视整转工作基本完成，提高两个乡镇的模拟用
户的信号质量，同时在两镇发展近３０００户数字和
宽带用户，为公司完成数字电视和宽带用户净增
长指标做出贡献。
【安全生产】 做好重要节日的安全播放工作，如
元旦、春节、两会、五一等安全播出重要保障期，安
排领导专门带班，确保安全播出无事故。按照市
公司的要求，在每个月规定时间内组织实施测试
各项数据，如实上报网络安全、运维播控方面的各
种报表。加强对值班人员的培训，通过培训，所有
值班人员都可以在市干线路发生中断时，在１５分
钟内独立操作ＯＴＤＲ定位故障点，在市公司电话
明确指导下独立完成调纤操作，保证市干网线路
能够及时开展抢修。

档案管理
【概况】 区档案馆接收到期档案单位有区农工
部、民政局等１２家，接收档案１ ６１万卷、１ ２１万
件，馆藏量突破至２６ ０４万卷、７ ２２万件，排架长
度１３００米。馆藏图书资料１ ２５万册。接待各类
查档利用２１８０ 人次，提供案卷３２２５ 卷，复印
４１２５页。
【强化档案工作组织领导】 面向全区各单位档案
工作人员提供业务指导，鼓励各单位档案工作人
员到馆进行现场学习。多次指导民政局档案室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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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人员了解档案管理工作，深入学习细节，规范档
案的整理归档、目录录入与安全保管。同时，帮助
民政局和财政局安装学习数字化软件，推动全区
档案信息化建设。
【档案资源建设】 档案移交进馆深入贯彻国家
档案局８、９号令及《淮阴区档案馆收集档案范围
实施细则》，对各乡镇、区直部分机关事业单位应
当移交的到期文书档案和自行保管档案目录进行
监督引导，有序开展到期档案移交进馆工作。

民生档案整合　 全年共接收婚姻登记档案
１ ５３万卷，复原退伍军人档案进馆３４８卷。及时
完成整理归档、编目和目录输入工作，更新目录数
据库，为群众提供更加方便快捷的查档服务。

拓宽档案征集范围　 全年征集整理刘老庄八
十二烈士陵园、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邵殿华和老淮
阴区古镇码头、苏北市场及制糖厂的相关档案资
料，这些资料是了解淮阴地方特色，反映老淮阴风
土人情的重要历史资料。
【档案信息化建设】 在上年全面启动档案数字
化扫描工作的基础上，按照“分步实施、逐步完
善”的原则，主要对劳动局和人事局的文书档案
进行数字化扫描，共计扫描８１ １０万页，挂接成
功并开始查档利用，年初制订的８０万页目标全
部完成。截至年底，共完成２１０万页全文数字化
扫描量。
【依法治档】 健全组织机构　 加强对档案普法工
作的领导，将普法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及时解
决普法工作中碰到的各种难题，制定“六五”普法
宣传教育规划，制定工作计划，成立普法领导小
组，保证普法工作健康有序开展

档案执法检查　 着重对２１个乡镇开展档案
执法检查，巩固上年各乡镇的档案归档成果，督促
指导档案整理工作规范上水平，并督促推进各乡
镇档案目录电子化的进度，加快进馆步伐。

档案业务指导　 在完成４个单位档案工作创
成３星级的基础上，根据年初计划，确定区财政局
４星级、民政局４星级、水利局３星级、六塘河管理
处２星级等单位档案星级达标创建工作，安排专
门人员帮助创建单位解决创建工作中的问题，基
本完成创建验收工作。
【档案宣传】 组织开展“６·９”国际档案日宣传
工作。围绕主题开展系列宣传活动，联合民政
局、公安局、交通局等多家单位共同开展系列宣

传活动，走上马路、走进社区，通过展板、宣传语
等多种宣传形式，提高全区档案意识，为更好地
开展档案工作营造社会氛围。开展“档案中的里
运河”专版素材征集工作。按照市局安排，围绕
“档案中的里运河”素材征集工作，邀请相关文史
专家进行座谈，组织文史专家到码头镇进行实地
调研，经过认真筛选，确定区域内张福河等８个
素材点素材征集工作，并在《淮海晚报》周一版进
行连载。

地方志
【概况】 全区地方志工作进一步加大国务院《地
方志工作条例》和省、市志办相关文件精神的学
习、宣传和贯彻力度，强化淮阴区各乡镇、部门依
法修志编鉴意识，创新工作路径和方式方法，加大
跟踪指导和推进力度，扎实推进二轮修志和年鉴
编纂工作。按照二轮志编纂工作计划，召开《淮阴
区志》终审会，通过市志办和各县区专家的研讨、
点评，提出１０００条修改意见，并对修改意见进行
有序修善；首次举办《淮阴年鉴》组稿培训会，全区
参加学习２００人，１０月交稿印刷，并通过正式出版
渠道出版，不断提升志鉴整体质量。
【《淮阴年鉴》编纂出版工作】 ４月７日下午，淮
阴区召开《淮阴年鉴》组稿培训会，邀请省志办专
家对《淮阴年鉴》组稿人员进行培训，全区参训人
数达２００人。区委常委万旭东出席培训会。万旭
东就做好《淮阴年鉴》组稿工作，进一步提高年鉴
编纂的质量提出具体要求，要求各乡镇、各部门要
高度重视，充分认识年鉴的重要作用；要强化质
量，扎实做好年鉴的编纂工作；要相互配合、精心
组织，认真开展年鉴的编纂工作，按时保质地完成
好年鉴文稿的撰写任务。省志办副主任、《江苏
年鉴》主编牟国义就年鉴选材与记述要求方面作
细致论述。省志办年鉴处处长陈华进行现场指
导。同时，区志办发布《关于〈淮阴年鉴（２０１６）〉
组稿工作的通知》，正式启动《淮阴年鉴（２０１６）》
编纂工作。会后，区志办将年鉴组稿任务明确到
人，要求每位编辑人员在收集资料的同时，迅速
开展编辑工作，保证材料收集和编辑的力度、速
度。５月底完成资料的征集，６月初进入全面编
校阶段，７月底第一轮校对全面完成，１０月完成
三次校改任务。１２月，《淮阴年鉴（２０１６）》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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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文史出版社出版，整体框架设计沿袭上年度，
设３０个部类，总字数４０万字。
【《淮阴区志》终审会】 １月２８日下午，淮阴区组
织相关专家对《淮阴区志（１９７８ ～ ２００８）》进行终
审，市志办及全市各县、区志办主任出席会议，区
委常委万旭东出席终审会。万旭东建议：增强质
量意识，严格把关，确保志书不出偏差；把握时间
节点，一手抓志书的修改完善，一手抓志书的出版
对接，做好出版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抓紧出版；挖
掘历史价值，有效利用，使区志对淮阴经济及社会
发展的贡献最大化；加强宣传，增强用志主观需
求，形成重志、修志、用志的良好社会氛围。终审
中，专家们认为，该志书框架结构合理，资料详实

丰富，语言生动流畅，可读性强，并就《淮阴区志》
中涉及的表格、篇幅、行文规范等方面问题提出修
改意见和建议。
【《淮阴区志》编纂工作】 ２月，区志办组织抽调３
人成立工作班子，对１０位专家所提的１０００条修
改意见和建议进行分类、梳理，逐一落实，同时全
面把握志稿内容，看是否有遗漏，看语句是否通
顺，看标点是否正确，做到全面完善。下半年，针
对修志工作中面临队伍不稳、人手不足、质量不高
等问题，及时调整人员，改进方法，提高质效，特别
是１１月人事变动以后，为做好过渡，减少影响，重
新组建修志班子，重温专家组成员修改意见，逐篇
过堂，明确目标，二轮修志工作得到有效推进。

丁集薰衣草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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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法治

法治综述
【概况】 ２０１６年，淮阴区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简称综治）与平安建设，突出抓好矛盾纠纷化解、
重点人群稳控、防范打击犯罪、社会治理创新、维
护社会稳定、社会治安综合保险、发展壮大平安志
愿者队伍等工作，构建和谐稳定的发展环境。淮
阴区连续１０年被省综治委命名为“平安县（区）”，
连续９年被省综治委表彰为“全省社会管理综合
治理先进县（区）”，连续２年被省委、省政府表彰
为“全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集体”。铁路护路
工作连续５年被省委综治委铁路护路联防工作领
导小组表彰为“铁路护路联防先进集体”。

开展首个国家安全日宣传活动
【组织领导】 健全领导责任机制　 加强对全区综
治与平安建设的组织领导，与区直单位、各乡镇签
订目标责任状，对任务目标、工作责任、考核奖惩
等作出具体规定，并明确各乡镇、各部门主要领
导、分管领导、具体承办人的岗位责任。坚持综治

“一票否决”制度，干部提拔任用前均征求综治部
门意见，形成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
全体人员合力抓的局面。

落实经费保障　 区委、区政府将综治与平安
建设各项经费全额列入财政预算，并全部足额拨
付到位。区政府多次召开常务会议，专题研究综
治工作及乡镇社会管理服务中心经费问题。区级
综治中心拟投资８００万元，对淮安国际汽车城东
楼１ ～ ６楼进行装修改造，打造全市一流综治中心。

强化督查考核　 将综治与平安建设列入乡镇
和区直部门综合目标考核，占总分的１０％。实行
季度考核与年度考核相结合的方式，每季度对全
区乡镇、区直部门的综治与平安建设工作进行考
核，年底综合评定。全年共组织综治５部门参与
联合检查３次，召开点评会３次，累计下发整改通
知书３１份。
【平安淮阴创建】 社会矛盾排查化解　 抓住影响
社会和谐稳定的源头性问题，以区“矛调信访联合
接访中心”为平台，推进矛盾调解组织网络化、排
查预警网格化、调解队伍专业化；建立区级大调解
中心、乡镇调解中心、村调委会、组十户一名信息
员四级调解组织，建立企业调委会、劳动纠纷调委
会、交通事故调委会等专业性调解机构，实现调解
网络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全覆盖。推行在公安
派出所派驻式调解室，实现“公调对接”，解决基层
警力不足的问题。把社会矛盾调处成功率纳入全
区目标考核内容。按照省市要求，执行协调会议
纪要月报、“零报告”、直报、分析研判等制度。全
区共受理并调处各类矛盾纠纷１８０５件，调解成功
１７８０件，调解成功率９８ ６１％。

专项行动　 开展打黑除恶，打击盗抢骗、黄赌
毒等犯罪，打击侵权假冒犯罪，打击治理通讯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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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违法犯罪等专项斗争，坚持深入摸排线索、广
泛走访群众，加强研判分析，共摸排涉恶线索３９
条、涉黑线索１条，形成战果２６条，立案侦查１１
条。以开展“五整一打”（整治突出治安问题，整治
公共隐患，整顿交通秩序，整治导控敏感舆情，整
顿队伍纪律作风，打击突出违法犯罪）“双百”会战
为契机，坚持打击违法犯罪活动斗争常态化。全
年共清查中小旅馆１９６５家次，新列管２家，安装
系统２家，当场处罚未实名制登记旅馆９家１０人；
开展打击“盗抢骗”犯罪专项行动，破获的２５串
１３７起跨区域案件中，外省案件６５起、省内市外案
件３９件、市内区外案件３３起，通过省市区三级联
动，破案５０起，侵财案件３１６起，抓获侵财类犯罪
嫌疑人２５５名，移送起诉２０８人，公诉１５７人。

排查整治　 年初，五里镇老郑村、刘老庄乡刘
老庄村作为区级挂牌社会治安整治重点地区，挂
牌后，淮阴分局认真分析研究案件高发原因，通过
加强人防、物防、技防，加强巡逻守候力度，五里镇
老郑村盗抢案件发案率大幅下降，群众的公共安
全满意度提高，社会治安情况好转，刘老庄乡刘老
庄村实现零发案，达到预期的整治效果。

宣传发动　 通过电视字幕、广播、手机信息、
有奖征文、图片展、宣传标语、文化长廊、法治公
园、悬挂标语横幅、宣传车、黑板报、讲座等形式强
化平安法治宣传活动，提升公众安全感。利用移
动信息平台不定期发送“平安寄语”“警方提示”
等短信。利用电视字幕每天定期滚动播放“共建
平安法治淮阴，共享和谐幸福家园”“平安淮阴人
人参与，淮阴平安家家共享”等宣传标语，每个乡
镇在主要出入口树立２牌以上关于平安法治建设
的宣传牌，每个村刷写１０条以上关于平安法治建
设的墙体宣传标语或横幅。认真组织“综治宣传
月”活动，召开综治宣传月安排部署会，综治办牵
头组织公检法司、交通、教育、卫计等２７个综治成
员单位和６个行政执法单位，在大润发超市门前
开展以“共同见证”为主题的大型公益活动，开展
业务咨询和免费服务。

综治保险推广　 与人保财险淮阴支公司共同
推出一款保费低、保障广、非盈利的治安综合险，
建立防与补一体化的社会治理新模式，保证居民
出险后获得补偿，解决百姓因灾致困、因灾致贫的
后顾之忧，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该保险在全区２１
个乡镇及高新区进行普遍推广，承保５万户，接到

各乡镇的报案数１３００起，有效报案１０００起，理赔
８７０起，赔款金额９７万元。

平安志愿者协会　 推进平安志愿者注册工
作，全区注册成立淮安市淮阴区平安法治志愿者
协会１个，下属挂靠分会２３个，下设２５９个工作
站，做到协会有组织、有计划、有安排、有经费、有
办公场所，分会、工作站达到全区全覆盖。城区总
人口为１９ ５３万人，注册人数１ ０１万人，城区注册
人数占城区人口约为５ ２％，农村人口为７３ ７８万
人，注册人数２ ６万人，农村注册人数占农村人口
约为３ ５％，超过市下达注册平安志愿者人数达到
实有人口总数３％标准，全区累计壮大发展平安法
治志愿者队伍达到３ ６１万人。
【基础工作】 组织建设　 ①社会管理服务中心建
设。按照便民高效的总体思路，因地制宜，全面强
化区三级社会管理服务中心建设。加强硬件基础
建设，重点推进乡级平台达标升级，对照综治中心
建设标准，对全区２１个乡镇综治中心进行改造，
提升硬件设施标准，扩大服务范围，提高服务能
力，着力打造便民、为民、利民、惠民平台，提升村
级综治中心建设水平，按照先试点后推广的原则，
全力推动村级平台达标升级。②网格化建设。全
区划分６９５个网格，每个网格至少配备一名网格
员，落实日常巡查等制度，网格化服务管理实现全
覆盖。③综治信息化建设。围绕全面形成实战应
用这个目标，加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社会稳定和
社会治安形势分析研判，重点对象服务管理，基础
信息采集和数据更新维护等，累计上传和处置矛
盾纠纷６５００条，新增服务管理记录等动态信息
１１０００条，坚持区每月、乡镇每半月一次集中分析
研判。

平安行业（单位）创建　 ①平安金融创建工
作。开展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教育活动，全年在黄
河广场、大润发超市、乐天玛特超市、人民广场及
乡镇街道等人群集中地点共组织大型集中教育宣
讲活动６场，收发转发宣传短信超过１０万条，在
城区及乡镇街道挂横幅标语１００条，召开大小宣
讲会３０场，打宣传广告５０次，发放各种宣传手
册、宣传画报及其他宣传资料１０００份。②平安电
力创建工作。“严禁在电力设施保护区３００米范
围内放风筝。”４月９日下午，由区经信委、综治办、
住建局、公安局、安监局、电视台和供电公司等单
位联合举办电力设施保护宣传活动在东方母爱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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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举行，通过现场宣传讲解，共发放各类宣传小册
子５００多本和给广大居民一封信、居民节约用电
指南等宣传资料１０００多份，安全用电扑克和电力
绿色布袋２００多只。破获盗窃破坏电力设施违法
犯罪案件２６起，同比下降１０％，涉案金额达２０万
余元，抓获犯罪嫌疑人５名；区政府组织电力清障
工作２次。③平安市场创建工作。开展肉及肉制
品专项检查，出动检查１５７人次，共检查辖区２２
个乡镇６８６户肉及肉制品经营户（含农贸市场摊
位），督促无照经营户办证７起，整改未履行进货
查验记录的行为３９起。开展食品安全扫雷行动，
共检查各类市场主体５６０家，发现问题７家，当场
纠正４家，发放整改通知书３份。扎实开展平安
寄递创建工作，对收寄的包裹类邮件进行１００％收
寄验视，邮件验视如遇多件物品捆扎在一起，要打
开捆扎绳（或包装物），对内件物品逐件加以验视，
防止夹寄违禁物品，营业网点负责人每日要检查
邮件验视制度执行情况，并将检查情况及时填写
到营业信息系统中的电子管理簿册中，确保营业
质量管控体系科学、实时、高效，对所有检查的邮
件，都要在邮件封面和详情单上加盖验视戳记及
验视人、检查人名章。④平安家庭创建工作。举
办“争创最美家庭·共建幸福淮安”文艺巡演启动
仪式暨大型广场宣传活动，开展寻找最美家庭文
艺巡演，举办基层妇联干部培训班，开展“迎新春
·关爱女性健康”大型公益惠民活动，开展维权宣
传活动。３月１５日上午，区妇联和区工商、卫生、
联通等单位在大润发超市门前开展“３·１５”消费
者权益日宣传活动，向市民宣传《未成年人保护
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婚姻法》等保护妇女儿童
合法权益的法律、法规，增强妇女儿童依法维权的
意识和能力。接受群众咨询２０人次，免费发放宣
传资料２０００份。

公　 安
【维护政治稳定】 全年报送情报信息２００１条，超
前预警并化解涉稳事件７３批次１３２人，涉稳事件
预警率达９４ ４％。建立路地公安联合管控机制，
及时劝阻企图乘火车进京人员。妥善处置特殊群
体及阻挠区重点工程建设事件１６２起。搜集涉及
Ｇ２０峰会信息３０条，交办各类线索１６条；全区２５
个派出所配备专兼职调解员１６７名，共排查社会

矛盾纠纷９６９ 起，调处化解９５１ 起，调处率达
９８ １％；列管刑事前科人员２５０８人，肇事肇祸精
神病人６２人。８月２０日起，对长途客运站３个进
杭班次全面启动源头安检工作，检查车辆４５辆
次，检查旅客１６３８人次。
【合成协同作战】 推进合成侦查警务提档升级，
合成侦查警务被评为全省科技强警三等奖、全市
科技强警二等奖。２０１６年，共立刑事案件３６１１
起，破案１２６２起，破案率３５％，高于全市６个百分
点，挽回经济损失９００余万元；公诉总数和侵财公
诉数，同比分别上升１５％、４ ９％；破获公安部督办
案件２起、省厅督办案件４起，发生的２起命案全
部告破；抓获各类刑事案件嫌疑人１２３１人，其中
网上逃犯１２６人；移送起诉９０３人，公诉８１０人，摧
毁各类犯罪团伙５９个２２３人。“２０１４·６·１７”黑
社会组织犯罪团伙于１１月份判决，是全市２０１６
年唯一判决的黑社会组织案件。
【构建防控新格局】 在火车站广场建成全市首个
警务工作服务站，联合武警开展武装值守。建立
巡处一体化机制，保持３辆警车１２名警力在城区
巡逻处警，运行后处置各类非案件类警情６９７５
起，占主城区非案件类警情量的５１ ３％，警情自处
率达到９２ １％，缓解派出所处警压力。组织开展
“村村通”建设，新建高清监控探头２３９个。全年
案件类警情同比下降１２ ６％，刑事发案同比下降
２％。部署“三比三争”（比作为争贡献、比绩效争
先进、比创新争一流）兼职社区民警活动，社会治
安满意度、队伍满意度、民警见警率均排名全市
前列。
【打造警务新品牌】 投资７００万元，集接警区、指
挥调度区、领导决策区、联合指挥区、图像显示区
为一体的大数据指挥服务中心已完成主体建设。
推广应用“执法绩效评价系统”，用信息化手段实
现考评流程、考评主体、考评范围全覆盖。做强做
优互联网服务民生工作，“双微”（微博、微信）警
务平台被市局评为科技强警二等奖，“淮安淮阴公
安微警务”微信公众号获全国公安政务新媒体创
新服务奖。
【队伍管理】 开展系列教育活动，关口前移，强化
对民警的思想教育、行为管理、日常监督和追责问
责，全年问责２２人，约谈６６人，党政纪处分８人。
加大从优待警力度，全年慰问１７８人，发放慰问金
７８万余元。推动解决民警待遇问题，新增班子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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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３名，提拔主任科员２名，新晋副科级领导干部
９名，调整股级任职２８名，提拔股级干部３５名。４
名民警立个人二等功，３４名民警立个人三等功，６
个单位立集体三等功。
【治安管理】 累计办理居民身份证６ ９４万张，同
比增长２１ ８７％；异地办理证件１０６８张，“优选＋
自助”创新举措服务群众９３５名，“绿色通道”办理
证件２２７张。“双实”（实有人口、实有房屋）会战
期间，共登记暂住人口信息１ ８６万条、出租房屋
信息５５３６条，办理居住证３３１４张。共组织义务巡
防员１０５７人、治安信息员３４２２名参与治安防范。
共侦办娼赌治安案件４８起，侦办娼赌刑事案件３２
起，其中涉娼刑事案件１２起、涉赌刑事案件２０
起，共刑事拘留４０人，娼赌犯罪公诉人员数４０
名。开展打假“利剑”行动和打击环境污染犯罪
“清水蓝天”行动，累计查破各类食品药品案件１２
起、破坏环境资源案件１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
５６人，刑事拘留３８人，逮捕２人，公诉３０名。
２０１６年缉枪治爆专项行动中，侦办涉枪、涉爆刑事
案件３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４人，已收缴各类
枪支１７支，子弹４４１５发，炮弹、手榴弹１１发，管制
刀具５２９把，易制爆化学品４５ ５公斤。
【交通管理】 组织开展春运、“三百会战”、三轮
车专项整治和“五整一打”专项行动交通秩序整治
等行动；淘汰报废黄标车２６１１辆，１００％完成目标
任务；对２２２６辆列管重点车辆及２８８２名列管驾驶
人实行户籍化管控；对全区２１辆运行校车开展
“体检”排查安全隐患；组织排查道路交通隐患
１１０处。协调推进城区道路交通标志安装工程，施
划交通标线１ ６万米，增设各类交通标志牌４００
块，维护信号灯８５组，清除遮挡信号灯的树木、标
志等３２处；推进科技强警建设，在国、省道增设测
速设备８套，在城区增设闭路电视２处，新增交通
信号灯１０处、电子警察７处，改造交通信号灯３
处、电子警察２处。共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４６ ２万起，其中酒后驾驶２５７起、醉酒驾驶１７７
起、无证驾驶６４５起、假牌假证１８起、行政拘留无
证驾驶人２５３名；办理机动车业务４ ２２万项；办
理驾驶证业务１ ６０万项。道路交通事故“四项指
数”分别为７９起、死３８人、伤５９人，直接经济损
失１９ ８５万元，同比稳中有降，分别为下降１ ３％、
下降２ ６％、下降１５ ７％、上升１５ ８％，未发生一
起群死群伤或有影响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未发

生有影响道路交通拥堵事件。
【出入境管理】 全年共受理公民出国境申请
９４２３人次，其中护照５３１２人次；往来港澳通行证
３３１０人次；大陆通行证８０１人次；为境外人员办理
临时住宿登记４４０人次。录入法定不批准出境人
员４３０名，更新录入登记备案人员６８３名，撤销登
记备案人员２２名。
【打击经济犯罪】 共立经济犯罪案件６５起，抓获
违法犯罪嫌疑人１２２名，涉案总价值达２０亿元，
挽回经济损失２０００万元。
【首届淮阴最美警察、优秀民警评选】 ７月７日，
启动“淮阴最美警察”推选表彰活动，至１２月８
日，共有二百万人次参加投票。选出淮阴最美警
察十名：李宁、丁中银、蔡云虎、李忠华、孙明尧、万
松、孙美霞、尹传群、邵军、王志广；淮阴优秀民警
十名：朱延亮、张海东、袁永生、吴昊、祁二帅、刘书
杰、孟明、任海明、张兵、张敏。区委、区政府在区
政府会议中心召开“向人民报告———淮阴最美警
察”颁奖暨先进事迹报告会，向十名“淮阴最美警
察”和十名“淮阴优秀民警”颁奖。

检　 察
【概况】 区检察院主动融入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大
局，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切实加强检察队伍建设，各项检察工作取得新的
进展。先后获全国“检察宣传先进单位”、市“检察
文化建设先进单位”、淮阴区“先进党组织”等
称号。
【依法履行刑事检察职能】 打击刑事犯罪　 以确
保办案质量为核心，依法履行审查批捕、审查起诉
职能，保持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高压态势。共批
准逮捕各类刑事犯罪１１５件１５０人，提起公诉５６０
件８２０人。严厉打击盗抢骗等多发性侵财犯罪，
办理相关案件２４７件３３２人；打击涉农领域犯罪、
重大经济犯罪、涉及食品药品等侵害民生犯罪。
依法批捕１名非法吸收１４０农户存粮存款达２２０
万元的犯罪嫌疑人。对涉案金额达２５０万元的生
产销售中药饮片案，涉案金额２亿元的虚开增值
税专用发票、用于抵扣税款发票案，涉案人员达２７
人的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依法提起公诉。

从宽处理轻微刑事案件　 坚持轻微刑事案件
快速办理、主罪主证复核等办案制度，对初犯、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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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过失犯和轻微刑事犯罪，依法从宽处理。建议
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办理交通肇事、危险驾驶、
故意伤害等案件４５５件５３３人。对因家庭或邻里
纠纷引发的轻微刑事案件，推行刑事和解机制。
因无逮捕必要依法决定不批捕３０件１０８人，决定
不起诉１８件３５人。以教育、感化、挽救为方针，
妥善办理涉罪未成年人案件２８件４４人，对涉罪
未成年人推行轻微刑事案件被不起诉人社会帮教
机制，依托学校、社区等社会力量促进涉案人员改
过自新。

控告申诉矛盾化解　 全年受理举报１７件，受
理控告３２件，受理申诉２１件，司法救助７件，申请
并发放救助金２ ３元。妥善化解一起历时２０余
年的信访案件。多次运用远程视频接访系统和
省、市检察院领导对接，汇报信访案件情况，开展
远程视频接访，提高接访效率。

参与社会综合治理　 依托王营、渔沟、南陈
集、徐溜４个检察室，强化对乡镇派出所、基层法
庭、乡镇司法所以及农村“两委”班子的监督，及时
发现基层群众身边的执法不公和腐败现象。开展
检察服务非公企业工作，院党组成员分别联系一
至两个非公企业，派驻渔沟检察室建立“宏正气”
微信群，服务当地６０家非公企业，协调解决非公
企业涉法涉诉问题，增强服务保障非公企业健康
发展的主动性、针对性和实效性。
【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 打击职务犯罪　 把发生
在领导干部、重点岗位、重要领域和损害民生民利
的职务犯罪作为查办重点，先后在消防、社保、银
行等领域，查办贪污贿赂案件１７件１７人，其中科
级以上４人，县处级以上１人。反渎局通过对供
销系统“新网工程”引导资金使用情况开展调查，
两次在全省反渎工作会议上作典型交流发言。对
民政领域“五保”资金发放问题展开专项调查，依
法查处渎职犯罪一案３人。

主动预防职务犯罪　 全年共受理行贿犯罪档
案查询申请５８７件１３５８人次，加强对区财政局、
区农委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回访，推动区委出台涉
农专项资金制度性文件。改造警示教育基地，对
淮安铁路派出所、淮阴区统计局、江苏南瑞淮胜电
缆有限公司等单位开展警示教育４０次，受教育人
员１０００人次，与区邮政局着力打造具有淮阴特色
的“预防邮路”。

信息化运用　 对人员进行有效配制，推动检

力向办案一线集聚，推行大部制、扁平化管理；提
升信息化辅助办案的基础建设，建立检委会视频
系统、信息化办案指挥室、非涉密网络，先后和公
安局、住建局、市场监督局、国税局等１８家单位签
订基础信息采集或查询协作协议，接入电子取证
云平台，侦查信息库已有各类数据４１万余条。

严格规范办案　 从严落实《最高人民检察院
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八项禁令》，严格执行讯问犯罪
嫌疑人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先后出台《审查职
务犯罪嫌疑人“十不准”》《案件线索管理规定》等
制度，规范证据的收集和固定。依法保障委托律
师的会见权、调查权、阅卷权，增强贿赂犯罪办案
透明度。坚持自侦案件犯罪嫌疑人入所前纪检谈
话制度，实现对自侦案件依法文明办案的全程
监督。
【诉讼监督】 立案和侦查活动监督　 协调区公安
分局，在渔沟派出所设立检察官办公室，着力加强
对公安派出所执法监督工作，全年侦查监督部门
向监督侦查机关立案１件，纠正侦查活动违法５
件；突出监督重点，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区环保
局和公安局分别召开联席会议，加大“两法衔接”
平台建设。全面加强非法证据排除和羁押必要性
审查工作，对程序性非法证据及时予以排除，对不
需要继续羁押的嫌疑人建议释放或者变更强制
措施。

刑事审判和执行活动监督　 规范和完善刑事
审判活动监督工作机制，全面推行量刑建议，量刑
建议提出率为１００％，采纳率为９７％。提出抗诉１
件，提请抗诉２件，均得到上级院支持。开展财产
刑未交付执行、刑罚未交付执行集中清理专项检
查活动，针对矫正对象中存在的脱管、漏管及矫正
期间再犯等问题，发出检察建议３份，均被采纳。

民事行政诉讼活动监督　 构建民事抗诉、督
促起诉、支持起诉、执行监督等多元化的监督格
局。全年受理各类民事行政案件５９件，其中提出
再审检察建议４件，提出检察建议１９件，支持起
诉２５件，督促履行职责１０ 件，法院采纳率均
为１００％。
【检民交流】 创新接访　 改进“点名接访”特色
亮点工作，引入法律援助“第三方”帮助化解涉检
信访工作。同时在４个派驻基层检察室建立“点
名接访”预约机制。全年共开展“点名接访”１２０
次，多次被《新华日报》《检察日报》专题报道，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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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省、市检察院肯定。
关爱特殊群体　 建立关爱“失依儿童”的未成

年人青少年维权模式，先后获全市检察机关社会
管理创新优秀项目奖、全市第一批优秀志愿者服
务项目、全市“文明淮安”志愿服务行动优秀创新
案例等荣誉；对特困家庭开展“节日送温暖”活动，
组织干警捐款捐物，出钱出力；组织开展“在职党
员进社区”活动，倾听群众呼声，了解群众涉检诉
求，全力解决群众涉法涉诉难题。

阳光检务　 加强检察工作的公开性和透明
度，全年在检察为民服务中心发布案件程序性信
息１０００余件次。通过互联网“两微一端”（微博、
微信、客户端）媒体渠道和法院网站发重大案件、
即时性公开信息６００余条。在互联网上依法向社
会公开起诉书、不起诉决定书、抗诉书等案件文书
信息４５０余件。

法　 院
【概况】 全年受理各类案件１６０４０件，审执结
１２７７４件，一线法官人均结案３２８件。全院集体或
部门１４次、个人３８人次受到上级表彰奖励，区法
院获“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５江苏省文明单位”称号，组织开
展的法官参与“党群议事会”活动受到社会各界
好评。
【刑事审判】 全面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受理
各类刑事案件６００件，审结５７３件，判处罪犯６５７
人，对３３１名被告人依法判处缓刑、管制、单处罚
金、免予刑事处罚。依法严惩危害社会治安犯罪，
审结并公开宣判影响较大的于某故意伤害致死
案，切实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依法严惩危害公共
安全犯罪，对１８８名交通肇事的被告人判处刑罚，
并召开危险驾驶案件专题新闻发布会；依法严惩
职务犯罪，审结“区农委贪腐窝案”等贪污、贿赂、
渎职案件７件９人；依法严惩破坏市场经济秩序
犯罪，妥善审理非法集资等涉众型金融犯罪，坚决
打击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危害食品安全犯罪，
审结此类案件１０件２０人。坚持疑罪从无的原
则，在审理一起刑事案件中，经承办人审查，发现
证据上有重大问题，与公安、检察机关多次沟通，
最终检察机关撤回起诉，避免一起冤假错案的发
生。刑庭被市中院记集体三等功，并获得市级“青
年文明号”表彰。

【民商审判】 注重定纷止争和案结事了，受理民
商事案件８８５９件，审结７０８９件，总标的额１０亿
元，“五子争父案”、“‘五保’老人被撞赔偿案”等
一批社会关注度高、矛盾较大的案件得到有效处
理。坚持关注民生民权，审结消费者权益、商品房
买卖、房屋租赁、物业纠纷等案件５７１件，审结交
通事故损害赔偿类案件８６０件，让人民群众在“衣
食住行”各方面得到全方位的司法保障。促进和
谐家庭关系，维护社会公序良俗，审结离婚、抚养、
赡养、继承等婚姻家庭案件１４２３件。妥善审理涉
农案件，审结拖欠农民工工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权等案件２５９件，为农民工追回工资３５８万元。
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面临的司法新需求，应对
经济转型引发的矛盾纠纷。依法审理各类经济纠
纷，审结借款、保险、票据等案件９１５件，有效防范
和化解金融风险；审结买卖、建设工程等７８３件，
促进市场交易的规范化；审结企业借款、劳动争议
等涉企案件７４９件，促进企业的健康发展；依法通
过破产程序清理处置“僵尸企业”，妥善处理中业
地产、中英文学校等破产案件３件。
【行政审判】 坚持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与促
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相结合，受理行政诉讼案件
７６件、司法赔偿案件１件，审结６４件。强化对行
政行为合法性、合理性的审查，驳回起诉、驳回诉
讼请求、维持具体行政行为２２件。正确处理行政
案件协调、和解以及撤诉的关系，妥善化解行政争
议，调解撤诉结案３５件，撤诉率５５ ５６％。强化对
依法行政的支持，审查非诉行政执行案件２５６件，
裁定准予执行９４件。全面推进行政机关负责人
出庭应诉工作，全区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４６
人次，出庭应诉率９９ ６％，连续五年位居全市基层
法院前列。坚持裁判与规范引导相结合，发送司
法建议１０件，及时发布行政审判年报和行政机关
败诉案件通报，促进执法的规范化。始终将案件
质量放在首位，２篇裁判文书获全市法院优秀裁判
文书二等奖，一个案件庭审被推荐参加２０１６年度
全市“百百千”（百名专家听百案庭审评千案文
书）评比活动。
【执行工作】 围绕“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
行难”目标任务，受理执行案件６２４８件，执结４７９２
件，执结标的１３亿元。开展百日会战、双节突击
执行、区域集中执行等专项执行活动２６场次，累
计出动警力１０００人次，司法拘留８９人，向公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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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移送、追究刑事责任４件。依托信息技术增强
执行成效，加强执行指挥中心建设，实现统一指
挥、线索举报快速反应和执行财产异地协控；利用
全国“总对总”网络执行查控系统，查询执行信息
１ ６万条，冻结存款４０００万元，查封房产８１６处、
车辆６２０台；实行网上司法拍卖，与淘宝网签订拍
卖协议，网上成功变卖车辆、房屋２３件，成交金额
１８４９万元。强化执行公开，通过法院网站、微博微
信、电子显示屏等曝光“老赖”５００余人次，将３８５０
人次失信被执行人录入“黑名单”，全面压缩“老
赖”的生存空间，促使１００名被执行人主动履行义
务。９月２２日，区委政法委组织召开全区“基本解
决执行难”工作推进会，对“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
进行部署安排，区委办和政府办联合下发《关于支
持人民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的意见》，完善
执行联席会议制度，建立健全执行联动机制，构建
执行联络员机制，逐步形成党委领导、政府支持、
法院主办、各部门参与、社会协同、齐抓共管的执
行工作格局，合力攻坚破解执行难，切实维护司法
权威和保障当事人的胜诉权益。
【司法为民】 完善诉讼服务中心功能，打造“七位
一体”（诉讼服务、诉讼引导、立案登记、案件速裁、
诉调对接、信访接待、司法救助）诉讼服务平台。
建立庭长值班和公益律师进驻诉讼服务中心制
度，进一步发挥电子叫号系统、电子阅卷等便民设
施的作用，让立案、阅卷、咨询更便捷；完善网上诉
讼服务功能，网上立案１９３２件，网上送达３２件，
１２３６８诉讼热线接听处理来电１１４５人次，开通短
信服务平台，及时向当事人发送立案、开庭、审限
变更、结案等流程信息，让司法更透明。加大司法
救助力度，为经济困难当事人缓减免交诉讼费２５１
万元，为符合条件的１３８名申请执行人发放司法
救助款２９ ４万元。依法解决涉诉信访群众诉求，
利用远程视频接访平台，让申诉人与最高人民法
院法官“面对面”表达诉讼。
【司法公开】 加大司法公开力度，加强裁判文书
公开、审判流程公开、执行信息公开“三大平台”建
设，裁判文书上网６１１５份，网上直播庭审１０５次，
以公开促公正。调整宣传思路，主动适应新闻宣
传工作的新形势，将新媒体与传统宣传有机融合。
抓好重大活动、重要举措、典型案件的新闻发布，
召开新闻发布会９场次，以法院好声音传递司法
正能量。加强典型案例宣传，审理的追击变身“抗

生素”、五子争父等１５起案件，被中央电视台《今
日说法》《经济与法》等栏目专题报道。不断加强
官方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建设，设立《振宇法官讲故
事》《执行动态》等专栏，及时向社会发布审判执行
信息，让群众随时随地感受“指尖上的法治”。完
善人民陪审员制度，成立人民陪审员办公室，落实
“随机抽取”原则，１０５名人民陪审员参与审理案
件１３６４件，陪审率达９７ ９９％。
【司法改革】 落实立案登记制改革的要求，坚持
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当场登记立案率１００％，
根除不立不裁、不调不立和年底不立案现象。立
案登记制实施后，登记立案２１５１９件，同比增长
９ ７３％。推进案件速裁和繁简分流工作，选派３
名法官负责速裁案件审理工作，适用小额诉讼、速
裁程序快速审理民事案件，缓解办案压力。同时，
推行要素式法律文书改革，在简易案件和劳动争
议案件中试点，主编《要素式审判法：审判方式与
审判文书的创新》一书并在全国发行，为国内第一
本详细研究要素式庭审与文书的专著。司法改革
的重点是司法责任制改革，“让审理者裁判、由裁
判者负责”是司法责任制的应有之义。合理界定
审判人员与审判组织的权限，依法让独任法官和
合议庭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参与案件审理的庭长、
院长不再签发法律文书，由独任法官定案签发；同
时，出台《关于院庭长行使审判管理权全程留痕制
度的规定》，对领导干部说情打招呼或以其他方式
干预法官办案，进行书面登记。推进院、庭长及综
合部门法官办案制度，院、庭长以及综合部门法官
结案３３６８件，占结案总数的２９ ９９％。推进审委
会改革，严格工作程序和要求，健全议题过滤机
制，限定个案讨论范围，召开审委会讨论案件４０
件，同比减少１１件。落实审执分离改革政策，将
裁决职能从执行局剥离，实现审判权和执行权的
分离。推进人员分类管理改革，开展法官员额制
改革，通过考试、考核、公示等环节，遴选产生首批
４５名员额法官，法官逐步走向职业化、专业化道
路。全面开展书记员管理制度改革，建立书记员
单独序列管理制度，推行书记员“三级九等”保障
制度，实现法官与书记员１∶ １的配比目标；通过培
训、考核等形式，不断提升书记员的业务技能，增
强保障审判工作的能力。推行执行警务化改革，７
名符合条件的干警转任司法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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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行政
【概况】 全区司法行政工作发挥法治宣传、法律
服务、法律保障等职能，召开“六五”普法总结大
会，表彰先进，部署“七五”普法规划实施工作，加
大法律援助民生工程，深化公共法律服务功能。
区司法局获２０１６年度“先进单位”、全区行风暨软
环境建设“优胜单位”、法律援助中心被表彰为企
业（群众）满意科室等称号。社区矫正单项工作在
全市目标考核排名第一。司法行政系统涌现出一
批先进典型。王咏梅爱心助学事迹入选１０月“中
国好人榜”，事迹先后被省司法厅厅长柳玉祥、市
司法局局长邱华康肯定批示。被表彰的还有全国
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先进个人朱秀梅、全省政法系
统“忠诚卫士”、全市司法行政“十大模范”章波、
全省最美调解员单业高等。全区共受理法律援助
案件８００件，办理４９８件。在矫社区服刑人员３９５
人。全区共办理公证２０１６件。共组织开展矛盾
纠纷排查调解矛盾纠纷２２８９ 件，调解成功
率９９％。
【法治宣传】 全区建成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１
个、省级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９２个、市级民主
法治村（社区）２５１个。建成各级各类法治文化阵
地２４个，乡镇建成率８５ ７％。新增乡级法治文化
阵地２处，分别是码头法治步行街和南陈集法治
文化一条街。全区６２所中小学校均配置法治副
校长，配备率达１００％。５０所学校被省、市教育主
管部门命名为“依法治校示范校”。实施“蓝天校
园工程”，设立“蓝天校园工作室”，在３０所学校挂
牌。区广播电台设专题节目《法制纵横》，《淮阴
报》辟有专版《法治淮阴》，区电视台开办大型法治
宣传栏目《法在身边》。优化淮阴普法网站、普法
微博、微信。
【人民调解】 区矛盾纠纷调处中心和２１个乡镇
矛调中心全部建成规范化调解委员会，２５１个村
人民调解委中会规范化建设率９５％。全区共配
备专兼职人民调解员２０３６人，其中乡镇、村（居）
人民调解委员会１９６０人，区级中心１２人。全面
建成区医患纠纷调解委员会、区价格争议调解委
员会、区消费者协会人民调解委员会以及劳动争
议、环境保护、物业管理等行业性、专业性调解委
员会。

【公共法律服务】 区、乡公共中心建成率１００％，
村（居）司法惠民服务站建成率９７％。进企业、进
学校、进村居律师２７人次，解决法律问题３４件。
７名律师参与信访接待，解决或参与解决纠纷４
起。担任政府、企业、村居法律顾问。包括市直所
挂扶区所辖村居的律师，法律顾问覆盖率达７５％。
完成公证体制改革，公证处改革成为自收自支的
事业单位。
【特殊人群管理】 全区有在册社区服刑人员３９５
人，其中缓刑３５９人、假释２８人、暂予监外执行８
人。累计接收社区服刑人员４８１４人，撤销缓刑２６
人，撤销暂予监外执行罪犯６人，发放警告２８个，
共对监狱刑满释放人员２１４人进行衔接接收。累
计办理居住地变更１５人、审前调查２０６份、假释
环境评估２４份。
【社会组织培育】 根据省厅、市局要求，在区民政
局的配合下，建立社会组织１１０个，其中社会组织
孵化中心１个（即弘法培育发展中心）；培育基层
基础型社会组织１０５个，其中乡级社会组织２１
个，村级社会组织８４个；培育行业型社会组织３
个，分别是人民调解协会、普法志愿者协会和社区
矫正和安置帮教协会；专业型社会组织１个。

人民武装
【思想政治教育】 淮阴区人武部党委加强和改进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开展主题教育活动。落实新
修订的《思想政治教育大纲》，紧扣时代要求，抓住
活的思想，用好真理真情真实力量，增强教育的时
代性和感召力。突出专武干部、应急和支援保障
分队等重点对象，突出形势政策、职能使命、全军
政治工作会议精神等重点内容，开展专题教育。
利用整组、点验等时机搞好专题教育，利用遂行应
急应战任务搞好随机教育，依托手机网络等媒介
平台搞好经常性教育，扎实推动“学习践行强军目
标、做新一代革命军人”主题教育活动健康发展。
【征兵工作】 区人武部坚持把征兵宣传放在重要
位置，宣传层次做到全面覆盖与点对点相结合。
区征兵办在抓好区、乡镇两级征兵宣传同时，把工
作重点拓展延伸至村组，要求各乡镇征兵机构指
定或派专人到各适龄青年家中进行面对面、点对
点宣传，确保一户不落、一人不漏。全区各乡镇共
对２６７２名适龄青年进行入户走访宣传，全区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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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役登记１ １７万人，其中年满１８周岁青年４４６９
人，登记率达９５ ３％。宣传手段做到传统与现代
相结合，区人武部在加强广播、电视、报纸、横幅、
标语、板报、热线等传统宣传平台同时，积极抢占
网络、微信、短信阵地，开设网络征兵论坛、发送征
兵宣传短信，提高宣传覆盖率。征兵期间，全区共
悬挂横幅１０４６条，张贴标语２ ７５万条，发送征兵
宣传短信１２ ７７万条、网络咨询回帖２３１２条，形成
全方位、全时空、全覆盖立体宣传攻势。宣传受众
做到普遍与重点相结合。突出大专以上学历青年
群体，重视应届高校毕业生受众。区征兵办开设
大学征兵咨询专线，开辟大学生报名、体检和政审
“绿色通道”，建立随到随报、随到随检“三优先”
政策，提高和调动大学应届毕业生应征入伍参军
积极性和主动性。有的放矢精准征兵动员，有效
保证新征兵员质量。
【民兵整组潜力调查】 区人武部针对整组工作
时间紧、任务重、标准高等实际情况，紧紧抓住退
伍军人比率、经训率、专业对口率这个整组工作
“牛鼻子”，组织专门力量深入高新区民营企业、
社区居委会、企事业单位、村组和适龄青年家中
开展整组潜力调查。要求所有调查人员，必须彻
底查清：１０年来退伍军人数质、量及专业种类；
辖区企业中适编人员数质、量；适编公民去向及
联系方式。通过“三个查清”，确保整组潜力调查
质量。为提高全区各级对民兵整组工作重要性
认识，争取广大群众对潜力调查工作的支持，区
人武部充分利用报纸、电视、广播、政府网站等媒
体，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兵役法》《江苏省民兵预备役工作条例》等
法律法规宣传，同时制作民兵整组专题墙报，张
贴民兵整组宣传标语等，在全区上下营造民兵整
组工作氛围。
【确保整组质量】 区人武部坚持“三查一点”（整
组前期查准备、整组中期查推进、整组后期查规
范，集中组织整组点验）方法，提高民兵整组质量。
整组进程中，人武部部长、政委亲自带队，对基层
２１个乡镇和高新区民兵应急排进行督导推进。整
组后期点验阶段，所有人员到位率达到１００％。
【开展全民国防教育】 区人武部通过各种渠道，
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活动。利用网络媒体，整合利
用红色资源，积极构建军民融合国防教育大平台。
广泛开展国防法律法规宣传，抓好《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防教育法》《江苏省国防教育条例》贯彻，突出
抓好“全民国防教育日”宣传，广泛进行爱国爱军
宣传教育活动。９月上旬，区人武部协调驻区淮阴
师范学院，参加全市国防知识电视大奖赛。

消　 防
【概况】 全年共接处警５７８起，出动车辆９６５辆
次，出动警力５３８６人次，抢救被困人员５２人，疏
散被困人员１２６人，抢救财产价值１２００万元。完
成Ｇ２０峰会安保任务、“４·２２”泰州德桥化工火灾
增援任务、“６·２３”盐城阜宁龙卷风灾害处置增援
任务，成功处置２０５国道“８ ２６”异辛烷泄漏事故，
完成各项消防专项整治活动。区消防大队在支队
举行的两次执勤岗位练兵比武竞赛活动中取得考
核第一名，竞赛分别获得第一名和第二名；在支队
举办的党规、党章、党史知识竞赛取得第三名，政
治教员比武竞赛取得团体第四名；王营中队被总
队表彰为基层建设先进中队、优秀基层党支部；大
队被江苏省文明委续评表彰为“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５年度
江苏省文明单位”，有４名官兵记三等功。
【岗位练兵】 坚持以“能打仗、打胜仗”为标准，
贴紧实战，全面提高部队战斗力。为确保岗位练
兵工作取得优秀成绩，王营中队坚持干部带头训、
骨干跟着训的方针，营造“干部训，骨干训，老兵带
着新兵训”的良好氛围。同时向中队官兵灌输支
队的“一表到底”机制，激发广大官兵的训练积极
性和热情，营造“比、学、赶、帮、超”的训练氛围。
同时坚持以科学组训为指导，按纲施训抓落实。
【队伍管理】 从思想意识上着手，强化政治意识、
纪律意识与责任意识，进一步打牢拒腐防变思想
防线，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
展。按照支队《全市消防部队深化消防执法腐败
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方案》等相关文件精神，抓好党
员的党性党纪教育和廉洁从政教育。同时结合
《淮安市消防部队纪律作风教育整顿活动实施方
案》的要求，聘请廉政监督员３５名，设立举报专
线，组织监督员填写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表，观看警
示教育片，深入开展“两学一做”教育，引导官兵树
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坚定理想信念。通过
一系列有效举措，全体官兵的思想政治素质和拒
腐防变能力得到进一步增强，全年没有发生任何
违法违纪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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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执法】 全年共检查单位２５０３家，发现火灾
隐患４８１４处，督促整改火灾隐患４６４５处，下发责
令整改通知书１８４７份，下发临时查封决定书１８１
份，责令“三停”１２家，处罚金４５ ２４万元，办理行
政许可案件１１３份，行政拘留２人，火灾调查案件
１２起。多部门联合行动，确保专项活动取得实效。
在活动开展中，和住建、民政、文化、教育、卫生、工
商等部门密切配合，在实现行业系统消防自查自
纠的基础上，对这些部门所管辖的单位多次进行
联合检查、督导，对其火灾隐患进行排查整治，确
保活动取得实效。
【精神文明建设】 围绕道德建设、廉政建设、法制
建设、诚信建设等方面开展文明单位建设活动。消
防大队注重人人参与，推动警民共建活动，并逐步
建立“帮扶助困共建、学雷锋志愿者、节日文化活
动、文明风尚传播、促进部队建设”的工作机制。大
队定期邀请地方老师指导编排节目，参加支队组织
的文艺活动。同时定期开展送温暖、送爱心慰问活
动。大队官兵与营西村结成帮扶共建单位，定期看
望孤寡老人，成立学雷锋志愿服务队，帮扶留守儿
童、贫困学生及贫困家庭３１６次，尽力解决他们生活
所面临的问题。春节、八一建军节等重大节日期间
慰问老红军、老革命４８次；清明节期间组织全体消
防官兵前往刘老庄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组织
官兵参加各类公益活动５２次。

人民防空
【概况】 淮阴区人民防空办公室率先在全市建成
集地上、地下、机动指挥所“三位一体”的区级人防
指挥中心。接待来自武汉、重庆、合肥、商洛、盐
城、徐州、东部战区等２０家单位参观学习，提升淮
阴人防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指挥所建设与管理】 淮阴区人防办按照人防
“战时应战、平时服务、急时支援”的建设总要求，
建成地上、地下、机动指挥所“三位一体”的指挥通
信体系。完善战时通风、“三防”控制、屏蔽机房、
内部装饰等附属设施建设，并指定专人负责指挥
所的日常使用和维护管理，在严格落实每周一次
定时通联要求的基础上，责令指挥通信科结合通
信业务训练，每周增加一次运行测试工作，有效保
证指挥所时刻处于良好的运行状态。

５·１２民防知识宣传
【人防机关训练】 坚持以人防训练大纲为依据，
对年度训练计划进一步修改完善，落实每周四对
市局联调和周五车场日制度，全年网络、语音、视
频参测率和测通率均达到１００％。同时，结合信
息系统施工单位巡检，广泛开展通信业务岗位练
兵活动，有效保证训练内容、时间、人员、效果的
四落实。５月初，根据《人民防空训练与考核大
纲》要求，组织人防机动指挥所（系统）开赴某防
空旅部队与其通信分队、区人武部无线报务班、
区无线电爱好者协会，开展应急机动指挥通信训
练。通过训练，全面检验淮阴区人防机动指挥所
（系统）跨区域整体机动能力、车载各系统应急展
开能力以及现有机动通信设备的机动通信保障
能力。
【平战转换演练】 ９月１８日上午，根据淮安市民
防局关于组织“９·１８”防空警报试鸣暨防空袭
行动演练的通知要求，淮阴区人防办同无线电
爱好者协会、区广播电视台等３０人，完成“淮
防———２０１６”防空警报试鸣暨人防指挥所平战
转换演练。此次演练以《人防军事训练与考核
大纲》为依据，紧密结合淮阴人防指挥所实际，
主要研究和探索人员集结、命令下达、口部封
堵、各设施设备的启动调试、三防控制、迷彩伪
装口部等内容。通过演练，使全体人员熟悉人
防指挥所平战转换的流程，为做好人民防空应
急准备积累经验。
【人防工程建设与管理】 全年新竣工防空地下室
面积创历史新高。在民用建筑配建防空地下室方
面，除加大量的积累之外，同步抓配套防护工程的
建设，人员掩蔽工程、医疗救护工程、专业队工程、
物资库等均能按功能需求进行配建。严格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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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工程质量监察程序和标准，从严把好工程监督
备案、工序跟进、竣工备案、工程移交等关口。在
质量监督过程中，按照开工报建、分部分项验收、
竣工备案的要求，重点做好基槽、底板、墙板、顶板
等主要节点的质量监督工作，把好人防工程质量
监督的过程控制。
【人防工程开发利用】 针对淮阴区人防工程建
设实际，根据周边业态配套情况和停车率的高
低，把拟开发利用的人防工程分门别类，通过使
用费用分级，实行分类化管理。同时通过落实发
放人防工程使用证、聘请社会监督员、人防工程
巡检等制度，确保对人防工程实施及时有效的管
理。全年新增加人防工程开发利用５处，共计
４ ２９万平方米；实现人防工程平战结合收入
９９ ８万元，是市目标任务的３ ３倍；人防工程利
用率达８０％以上。

无线电通信演练

【人防工程普查】 区人防办严格按照普查的范围
内容、质量要求和时间节点，有效保证人防工程全
覆盖、资料信息全录入、各种数据全准确。全年普
查完成工程１０１个，对各类数据进行复核、汇总，
准确无误后统一上报。
【人防经费筹集】 坚持“以建为主、以收促建”的
原则，正确把握导向，对于应建未建或其他条件限
制不能结建人防工程的集中收取“易地建设费”，
对批准缓缴人防易地建设费的项目依法进行追
缴，杜绝不建或少建人防工程现象。全年共征收
人防易地建设费４２２０万元，平战结合收入９９ ８万
元，向上争取资金７０万元。
【民防知识宣传】 配合全市“５·１２”“９·１８”宣
传周，采取现场悬挂横幅、宣传展板展示、发放宣
传资料、观看科普短片、现场答疑、有奖竞猜等形
式，现场为广大市民普及和推广人民防空知识、防
灾减灾常识以及自救互救技能，增强防灾减灾的
意识。同时协调区电视台、报社在科普栏目刊登
一期“人防知识宣传”节目，唤起社会各界对人民
防空工作的关注，收到良好的宣传效果。实施民
防（人防）知识“五进”（进机关、进学校、进社会、
进企业、进网络）教育，年初修改完善年度宣传教
育方案，同时协调区教育局德育科将民防知识教
育列入各学校年度教学计划，全年累计为淮师二
附小、实小、淮海中学、淮州中学等学校征订人防
知识课本２０００册；为广大市民发放人民防空宣传
单页１０００ 份和民防应急手册、民防知识图书
３００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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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淮阴区委员会

·会议决策·
【确保首季“开门红”专题汇报会】 １月２３日上
午，区委召开确保首季“开门红”专题汇报会。区领
导、朱晓波、葛志胜、陆益民、杨维东、张在明、
孙晓燕、陈张、张爱民、万旭东等出席会议。区委
书记深入分析形势，并就确保实现首季“开门红
”提出具体要求：越是干部调整期间，大家越要知
责有为；越是年底繁忙时期，大家越要扣住重点；
越是工作千头万绪，大家越要统筹兼顾。会上，
高新区等１４家单位汇报了首季“开门红”情况。
【区委常委（扩大）会议】 ２月５日，区委召开常
委（扩大）会议传达省、市召开的一系列会议精神，
对季度考核指标完成情况以及首季“开门红”预计
完成情况进行研究。会议共有７项议程：承担市
季度考核指标的责任部门、分管区领导汇报指标
完成情况以及一季度“开门红”预计完成情况，五
大平台分管区领导汇报平台外资到账情况以及一
季度“开门红”预计完成情况；传达中央、省、市纪
委全会精神；传达全国、全省组织部长会议精神；
传达省“两会”精神。传达全市农业农村、扶贫开
发工作会议精神；传达全市工业大会精神；传达全
市中心城市建设管理工作会议精神。
【区委常委（扩大）会议】 ４月１８日，区委召开常
委（扩大）会议。五大平台分管区领导简要回报上
年承担指标完成情况、分管指标一季度完成情况、
冲刺“双过半”主要举措，重点回报挂钩重点项目、
承办事项、外资到账近期如何推进区长朱晓波分别
作了讲话。

【区委常委（扩大）会议】 ８月２０日，区委召开常
委（扩大）会议。会议议程：研究市科学跨越发展、
季度考核相关事宜；部分常委围绕“学习讲话精
神，强化四个意识”进行学习交流；研究私营小水
厂处置工作。
【区委常委（扩大）会议】 ９月１２日，区委召开常
委（扩大）会议。会议议程：传达省委书记李强在
省委常委会上的讲话精神；传达市委、市政府相关
文件精神；区委、区政府领导交流工作；讨论重点
项目汇报会方案。
【区委常委（扩大）会议】 １０月１日，区委召开常
委（扩大）会议，传达市第七次党代会精神，听取高
新区、农科园、商贸服务中心以及各乡镇和重点招
商部门国庆外出招商打算，通报区委、区政府在区
党代会上下达的目标任务分解情况等。区领导朱
晓波、葛志胜、陆益民及各乡镇、相关单位负责人
出席会议。
【区委常委（扩大）会议】 １１月２６日，区委召开
常委（扩大）会议，专题传达学习省第十三次党代
会精神，并就贯彻落实会议精神提出具体要求。
区领导朱晓波、葛志胜、陆益民及各乡镇、相关部
门负责人出席会议。会议传达省委书记李强代表
中共江苏省第十二届委员会作的题为《聚力创新，
聚焦富民，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报告和其
在省委十三届一次全会上的讲话精神。
【全区２０１５年度科学跨越发展目标总结表彰大
会】 ２月１７日上午，全区２０１５年度科学跨越发
展目标总结表彰大会召开。区领导、朱晓波、葛
志胜、陆益民出席会议，区长朱晓波主持会议。
区委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召开全区科学跨越发展总
结表彰大会，就是要号召各个单位向先进看齐、向
先进学习，在全区上下营造比、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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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超的浓厚氛围；希望全区各级干部迅速从节日
的氛围中走出来，按照区委十一届八次全会和区
“两会”精神，迅速投身节后各项工作，不断开创淮
阴科学跨越发展新局面。会上，区委副书记杨维
东宣读２０１５年度差别化考核表彰文件；区领导为
获奖单位颁奖；丁集镇、古寨乡、王营镇、老张集
乡、吴城镇、韩桥乡等分别在会上发言。
【全区领导干部警示教育大会】 ２月１７日下午，
全区领导干部警示教育大会召开，深入贯彻落实
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加强对领导干部的廉政教育，
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为“发展走前列、全面达
小康”提供有力政治和纪律保障。区领导、朱晓
波、葛志胜、陆益民出席会议。与会人员观看《
权力的不归路》警示教育片后，区委书记指出，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
导干部一定要深刻汲取教训，进一步增强抓党风廉
政建设主体责任的意识，尊崇党章，坚持理想信念
高线，严守纪律规矩底线，努力做到廉洁从政、
廉洁用权、廉洁修身、廉洁齐家，永葆党的先进
性和纯洁性。要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压
实责任担当，把主体责任扛在肩上；明确高线底线
，把“两部法规”刻在心里；践行“三严三实
”，把干净干事落到实处。
【工业、招商引资暨开放型经济会议】 ２月１８
日，区委召开工业、招商引资暨开放型经济会议。
区领导、朱晓波、葛志胜、陆益民等出席会议。
区委书记指出，２０１５年，全区工业、招商引资和
开放型经济继续保持平稳健康发展的良好态势，
主要指标位居全市前列，重大项目实现突破。要
实现“发展走前列、全面达小康”的奋斗目标，
工业、招商引资和开放型经济必须挑大梁、做支
撑，必须扛大旗、作贡献，全区上下要坚定信心
不畏难，积极作为争主动，以担当尽责、干事创业
、奋发实干的精气神，不断开创工作新局面。会
上，相关区领导宣读通报、表彰决定和考核办法
；区委常委万旭东，副区长、高新区党工委书记
张健分别作工作报告；高新区等９家单位围绕工业
经济、赵集镇等４家单位围绕开放型经济分别发言
；高新区和各乡镇递交２０１６年工业经济责任状。
【区第十二次党代会】 ７月２８日上午，中国共产
党淮安市淮阴区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在行政中心开
幕。大会的主要任务是总结区第十一次党代会以
来的工作，研究部署此后一段时期全区经济社会

发展和党的建设目标任务，选举产生中国共产党
淮安市淮阴区第十二届委员会、区纪律检查委员
会和出席市第七次党代会的代表，团结带领全区
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进一步振奋精神，抢抓
机遇，创新实干，为再上新台阶、全面达小康，建设
人民更加满意的幸福淮阴而努力奋斗。大会应到
代表２９５名，实到２８４名，符合法定人数。区委书
记代表中共淮阴区第十一届委员会向大会作题为《
再上新台阶 　全面达小康 　为建设人民更加满意的幸福
淮阴而努力奋斗》的工作报告。报告分为过去五年
工作回顾、今后五年奋斗目标、今后五年工作重点
、全面加强党的建设４个部分。朱晓波主持会议。

大会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中共淮安
市淮阴区第十二届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以无记
名投票的方式产生中共淮安市淮阴区第十二届纪
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以及淮阴区出席中共淮安市第
七次代表大会的代表。

大会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中共淮安市淮阴
区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淮安市淮
阴区第十一届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通
过中国共产党淮安市淮阴区第十二次代表大会
《关于中国共产党淮安市淮阴区纪律检查委员会
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
【中共淮阴区委十二届三次全体会议】 １２月３０
日，中共淮阴区委十二届三次全体会议在区会议
中心召开。应到区委委员２７名、候补委员６名，
实到区委委员２６名、候补委员６名。区纪委委
员，非区委委员的区人大、区政府、区政协领导，法
院、检察院主要负责人，省委驻淮帮扶工作队领导
班子成员，高新区、农科园、商贸服务中心、工业新
区、区直各部门和各乡镇副科级以上干部，各村居
党组织书记，部分离退休老干部，部分副科级以上
区直事业单位负责人，在淮金融机构主要负责人
和部分重点企业负责人列席会议。会议听取并审
议区委书记代表区委常委会所作的题为《全市走前
列，全面上台阶，抒写淮阴更高水平小康社会新画
卷》的工作报告。会议认为，报告认真贯彻落实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省市区党代会，中央、省
经济工作会议和市委七届三次全会精神，总结成绩
实事求是，制定目标切实可行，推进举措科学务实
，做到上级精神与淮阴实际的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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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检监察·
【概况】 ２０１６年，全区纪检监察系统坚定全面从
严治党定力，忠诚履行党章赋予职责，把纪律检查
工作摆在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定位、思考、谋
划，实现全面从严治党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
动。在全市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中排名第
一，全市纪检监察系统“一体两翼”（领导干部是一
体，思想建党、制度建党是两翼）考核中获先进单
位，三类主体协同督查、扎实开展首轮巡察、“两谈
一会”（提醒谈话、组织约谈，民主生活会）探索实
践“第一种形态”“有形化”、村级权力监督制约、
加强受处理党员干部关爱监督等５项重点工作受
到市委、市纪委肯定，省、市纪委专刊５次转发经
验做法。
【十二届区纪委一次全体会议】 ７月２９日，中国
共产党淮安市淮阴区第十二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
一次全体会议召开，受区第十二次党代会主席团
委托，龚李萍主持大会。会议举手表决通过《中共
淮安市淮阴区第十二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
体会议选举办法》（草案）和区纪委常委、书记、副
书记候选人名单。在稍后召开的区委十二届一次
全体会议通过区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的选举结
果。选举产生的区纪委常委为龚李萍、郑凯、高志
伟、张松、支立宝、蒋宏、徐毅，龚李萍当选区纪委
书记，郑凯、高志伟当选副书记。
【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落地落实】 协助区委常态开
展主体责任季度述责，先后召开会议述责３次、书
面述责１次，特别是三季度，坚持问题导向，创新
开展反向述责。区委向１９家单位党组织交办履
行主体责任问题整改责任书，交办整改问题５大
类２１项。在全区明确党委（党组）副书记协助书
记抓好主体责任，推动在区委办设立党建科，先后
协助召开履行“一岗双责”（一个岗位承担两个方
面的责任）推进会２次。在全市率先启动首轮巡
察工作，４个巡察组３２名巡察人员顺利完成对水
利局、教育局、赵集镇和古寨乡等党组织的政治巡
察。巡察期间，累计发现问题３１６个，涵盖党的领
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等２５
个方面，其中问题线索１２５条。
【推动党风政风持续向善向上】 建立健全作风建
设“一体四查”常态化监督检查机制，将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问题列入执纪审查重点，查处违反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问题３４起，处分３７人。推进“小五
长”（站长、所长、校长、院长、村长（支书））不正之
风和腐败问题专项整治，区纪委６个职能室和５
个工作室分片区、分领域“再监督、再检查”。在全
市百村审计的基础上，选取１８０个村进行经济责
任专项审计。剖析“小五长”违纪违法案例，强化
源头预防，出台村级权力监督制约管理办法。专
项整治中，党政纪处分２４６人，纠正并规范民政、
扶贫、村集体“三资”领域２０００万元专项资金的管
理使用。在全区探索建立区委区政府领导、区委
督查室、区纪委监察局等为主体的三类主体协同
督查机制，整治“不作为、慢作为”，各单位累计报
送“督查问题清单”９３份，１０位区委区政府领导移
送“两为”方面问责建议２６条，约谈“一把手”１２
人，诫勉谈话１６人。
【转变执纪理念强化抓早抓小】 探索运用“两谈
一会”推动“第一种形态”“有形化”，建立以上率
下、季度述责、检查通报、责任倒查四项保障措施，
为党委全面监督提供具体抓手。实行信访办结会
审制度，先后开展集体会审１７次，会审信访问题
２０８个。科学把握后三种形态，全年给予党政纪处
分３８０人，组织调整２４人，其中后三种形态占比
分别为８２ ５１％、１２ ７５％、４ ７４％。加强对受处理
党员干部的关爱激励，将教育、管理、监督与关爱
激励有机融合，引导担当作为。注重发挥执纪审
查的治本功效，切实提高典型案例通报的说理性，
下发纪律检查建议书、监察建议书６份。
【全力推动纪律规矩入脑入心】 深入开展“尽责
明纪强党性”活动，通过“学、讲、考、唱、诺”等多种
形式，强化理想信念和宗旨教育。先后组织各单
位班子成员轮流讲“准则条例”专题党课６９８场，
区纪委列席党课１０３场，全区１ ３万人参加党纪
党规知识测试。搭建“尽责明纪周周发”平台，每
周向全区党员领导干部发送学习短信，解读党纪
党规、剖析典型案例。强化对制度执行情况的监
督检查，针对检查中发现的乡镇、部门重点权力监
督制约中存在的问题，出台乡镇部门重点权力监
督制约补充规定。
【推动纪检监察队伍从严从实】 扎实开展“党内
法规教育年”活动，开设“淮上清风”讲坛和“每周
一讲”平台，全年组织集中培训１３次，２２名纪检干
部走上讲台交流工作。派发监督责任清单，按照
每月、每季度、每半年、每年的时间节点，完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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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一”（每月一考核，每季一通报，半年一小结，年
度一奖惩）工作机制，倒逼完成监督责任“七个规
定动作”（坚持一线工作，规范执法行为，厉行勤俭
节约，推进政务公开，规范办事流程，公开社会承
诺，提升队伍形象）。坚持靠前指挥、狠抓落实，常
态开展好区纪委月底办公会、月中常委会、月初片
区会和每周室务会。加强监督执纪规范化建设，
出台过问、干预执纪监督工作报备的规定，强化对
监督检查、线索管理、执纪审查等方面的监督和制
约。加强自我监督，全年综合运用提醒谈话、诫勉
谈话、停职检查等方式处理纪检干部２７人次。

·组　 织·
【概况】 全区有基层党（工）委５２个、党总支２９３
个、党支部１５７７个，基层党（工）委比２０１５年增加
４个；党员总数３ ８万名，比２０１５年减少９５名，减
少率０ ２５％。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在全体党员中开展“学
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简称“两学
一做”）学习教育，围绕“基础在学、关键在做”要
求，以讲党课开局启动，把上党课与推动工作相结
合，推动学习教育向支部延伸、向党员延伸。①
党员干部带头讲。在县处级党员领导干部和乡科级
“一把手”中开展“一周一党课、一课一主题”
党课活动，固定每周五为党课日，坚持问题导向，
注重分层分类，以常委带头讲承诺促担当、区乡联
动讲问题促整改、同题竞赛讲实招促实效为主要内
容的领导干部上党课“三讲三促”（讲学习，讲正
气，讲奉献；促和谐，促稳定，促发展）活动，有
效发挥领导干部带学促学作用，推动全区学习教育
向纵深发展。淮阴区党员领导干部讲党课特色做法
被省市“两学一做”学习教育通报刊载，并在全市
推广，市委书记姚晓东予以批示肯定。②机关党
员人人讲。５月开始，在区直机关全体党员和入党
积极分子中开展“党课我来上”活动，每名党员按
照“人人讲党课、轮流讲党课、定期讲党课”要求
，以“一个课件、一个主题、一名主讲人”的基
本形式，形成“党组织书记带头讲、纪检组工宣
传干部专题讲、党员轮流讲”的格局。③情境党
课生动讲。在全区２１个乡镇深入开展“学身边榜
样，做合格党员”专题情境教学党课基层巡演活动
，用身边人、身边事来教育身边人、激励身边人
，有效克服党课空洞乏味、党员形象高大上等突出
问题，

取得党员形象树起来和党群关系亲起来的双赢效
果。全年利用乡镇文化大院、农村固定电影放映
点等场所，开展情境教学党课走进基层巡演２１场
次，观众５ ６万人次，基层党员群众听党课“足不
出户”、学榜样近在身边，相关做法在《新华日报》
刊载。
【乡村党组织班子换届】 按照省市委部署，在做
好区委换届工作基础上，重点做好乡村两级党组
织换届选举。在乡镇党委换届工作中，探索乡镇
党委把好源头关，差额确定推荐人选；组织部门把
好审核关，差额确定比选人选；常委会把好任用
关，差额票决拟用人选为主要内容的“三把关三差
额”比选举措，选拔１１名政治素质强、带富致富能
力强、群众口碑好的优秀村党组织书记进乡镇领
导班子，在全区引起强烈反响。相关做法在人民
网、市组工信息刊登。在村级党组织换届选举工
作中，创新落实“三荐三亮三比”要求，采取“三联
三关”方式，重点抓好责任关、监督关和人选关，推
动村级党组织圆满完成换届。“五方联系”严把责
任关。建立区领导、部门、乡镇、督导组和联络员
共同参与的五方联系机制，为村换届保驾护航。
“三级联考”严把人选关。构建村居考德、乡镇考
绩、区级考法的村干部人选三级考察体系。“五法
联用”严把监督关。推行“片单卡书线”工作法，即
以乡镇为单位组织观看《镜鉴》警示片；制定风气
监督责任清单；严明“四个严禁、二十四个不准”换
届工作纪律，制成村级党组织换届纪律明白卡发
放到户；签订遵守换届纪律承诺书；开设２４小时
风气监督与信访问题举报热线，营造换届风清气
正环境。
【整顿软弱后进基层党组织】 按照５％的比例，
对照中组部列出的软弱后进１０种情形，倒排出２３
个村纳入软弱后进村党组织整顿。采取“三联一
推”方式加快整顿转化，构建以区领导、乡镇党委
书记和若干区直部门、“第一书记”等帮扶主体构
成的“１ ＋ １ ＋ Ｘ”挂钩帮扶体系，实施分类指导，抓
好一村一策落实，明确帮扶单位每年至少为软弱
后进村引进一个村集体经济增收３万元以上的发
展项目，或者兴办一件投入不低于５万元的民生
实事。全区２３个软弱后进基层党组织全部转化。
【提升基层干部基本保障水平】 ①村干部工资提
标扩面工程。区财政新增１６１１万元用于增加村
干部基本报酬，年内村书记年基本报酬２ ４５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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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在上年的基础上提高１４５％，达到农民人均纯
收入２倍标准。同时，同步提高其他干部的基本
报酬，其中村委会主任提标增幅按村书记增幅的
８０％确定，在原有基础上提高９５ ７６％，年平均基
本报酬为１ ４５万元；其他定补干部（村会计和计
生主任）提标增幅按村书记增幅的７０％确定，在原
有基础上提高７１ ３２％，年平均基本报酬约为１ ２４
万元；误工补干部提标增幅按村书记增幅的６０％
确定，在原有基础上提高４６ ７４％，年平均基本报
酬达到７５４４元。②村干部队伍建设。加强村书
记后备队伍建设，创新落实党员“四访”活动，在春
节和中秋两大节日开展“叙乡情、话团圆、谋发展”
活动，摸排村书记后备人员６２８人，建立村书记后
备人员库，积蓄“源头活水”。开展“双定双诺双
评”活动，加强村书记任期管理，编印发放《淮阴区
村级党组织规范化建设学习指南》，推动村书记队
伍规范化。开设村书记发展服务大讲坛，邀请区
内外优秀村书记现身说法，以先进带后进。
【“十百千万”活动庆七一】 ①２４名区领导集体
带头重温入党誓词。２４名区党员领导干部集体走
进周恩来纪念馆，开展“重温入党誓词、不忘入党
初心，做合格党员”主题活动。②百名领导干部下
基层联系点上过党日。全区１１０名乡科级“一把
手”党员干部深入农村、社区，开展联系点上过党
日活动，共召开座谈会９０余场，慰问建国前老党
员１８８个、困难党员７９５人，收集建议３８７条，解决
难题２４３个。③发出一份做合格党员倡议书。在
全区庆祝建党９５周年大会上，区委向全区党员发
出一千余字《做合格党员倡议书》，从加强党性修
养、牢记党员身份、增强宗旨意识、坚持爱岗敬业、
发扬优良传统等５个方面倡导广大共产党员以实
际行动，深化“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成果，为党旗增
光彩。④开展万名党员“对党说句心里话”微语征
集活动。全区各行各业党员以向党述说最能表达
心意的一句话形式，抒发知党、爱党、颂党的真情
实感，共征集微语１１２９０条，择优选择３４条微语
按照感恩、祝福、立志三大类制成视频短片，在区
表彰大会上播出。
【企业党建】 全区有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４６３
个，企业党的工作覆盖达９８％，配备党建指导员
４３０人，负责指导非公企业党建工作。在企业中以
“三规范三示范”活动为抓手，强化党组织对非公
企业的支持。按照“牵头党组织书记１名，党建、

管理、生产顾问３名，其他非公党组织书记若干
名”的“１ ＋ ３ ＋ Ｘ”的模式，全区第一批共建１０家
非公企业党组织书记工作室。开展“结对共建活
动”，将全区２４个企业相对集中的区域作为共建
单位，６３个机关部门分别与之结对共建，每单位各
选派２名党员共１７４人、每人挂钩２户以上企业、
每月至少到企业上门指导１次。培育非公企业典
型，淮安华石建材有限公司、江苏翔宇电力装备制
造有限公司、淮安双鹤药业有限公司被市级表彰
为ＡＡＡＡＡ党组织，商联超市等１５家企业被列为
市级ＡＡＡＡ党组织。
【党员发展】 ２０１６年，全区共发展党员３２５名，其
中女性党员１１６人，占比３５ ６９％；３５岁及以下
２４３人，占比７４ ７７％；高中以上学历２８５人，占比
８７ ６９％。同时，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农、牧、渔民中
发展党员８８ 名，在非公有制单位中发展党员
７７名。
【党员教育管理】 创新党员发展“五个一”工作
法，通过在４５个党（工）委２５９个村居的公开栏张
贴《发展党员工作程序图》、印发《发展党员工作手
册》３００册、召开新任组织委员业务培训会３次、举
办发展党员工作“实境学习课堂”４场等方式，做
好发展党员相关业务知识的宣传和普及工作，进
一步规范党员发展工作程序。在持续推进村级党
群学习议事例会的基础上，引导全区２５９个村居
建立ＱＱ群、微信群和飞信群，刘老庄、古寨等乡镇
还开通党建微信公众号。在６个乡镇２４个村居
试点开展“五星党员户”评选活动，制定《淮阴区党
员五星户评比意见》，以“五星党员户”评选和五星
创建与村干部绩效考核有机结合，打造农村基层
党组织、农村党员干部与党员全覆盖的基层党建工
作机制，为全区面上推开积累经验。组织开展“
结千家亲、暖万人心”等党内主题关爱活动，全
年累计发放老党员生活补助５９６９万元，利用温暖
基金走访慰问老党员２０余人次，累计发放资金０７９
万元。
【区乡两级党委换届工作】 完成区乡两级党委换
届工作，换届选举全程风清气正。新当选的乡镇
党委委员平均年龄不到４０岁，其中３５岁左右年
轻干部５２人，约占３５％，９名年轻干部担任乡镇
党政正职；具有大学以上学历的有１０１人，约占
６８％，乡镇党委班子结构更加优化，整体功能得到
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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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拔“三类人员”进入乡镇领导班子】 落实中央
和省市换届文件中关于选拔乡镇“三类人员”（乡镇
事业编制人员、优秀村干部、大学生村官）的相关精
神，创新实施“三把关三差额”比选举措，通过乡镇
党委、组织部门、区委常委会层层把关差额，择优选
拔１１名村（居）党组织书记、８名乡镇事业人员和２
名大学生村官，共计２１名政治素质强、工作能力强、
群众口碑好的“三类人员”进乡镇领导班子。
【强化“退二线”干部管理】 做好省委巡视组反
馈问题整改落实工作，研究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
全区科级非领导职务干部管理的通知》，建立项目
建设、党建督导、民生实事、视察调研、农业农村等
８个中心工作平台，“退二线”干部根据个人意愿
和特长自主择岗，原单位或中心工作平台根据岗
位要求选择适岗人选，有序推动１６０余名科级非
领导职务干部回岗履职，相关做法受到市委肯定。
【大学生村官管理】 根据全省选调大学生村官纳
入选调生管理的要求，推荐２０名符合条件人选参
加报名，通过笔试、面试、考察等程序，６人录取为
选调生，录取人数居全市第一。进一步加大大学
生村官选拔培养力度，在２０１６年村支两委换届
中，有１２名大学生村官担任村党总支书记，２名大
学生村官担任村委会主任；在２０１６年乡镇党委换
届中，２名大学生村官进入乡镇党委领导班子。进
一步引导大学村官创业，邀请淮阴师范学院国家
职业指导师、淮安市创业指导专家志愿团专家张
卫民博士为全区５０多名大学生村官作创业主题
讲座。选送３个大学生村官创业项目参加淮安市
大学生村官创业大赛，“薰衣草概念旅游庄园”项
目和“淮郡村官有机营养米”项目分别获得二等奖
和三等奖，“薰衣草概念旅游庄园”项目获得江苏
省大学生村官创业大赛的优胜奖。进一步加强大
学生村官能力培训，选派部分大学生村官参加中
组部农业部示范培训班、江苏省大学生村官新农
村建设和“两学一做”专题培训班，省科协帮扶对
象培训班。
【公务员招录】 全年全区共上报招录计划５４个，
其中编委办１名，法院１０名，检察院２名，档案局
２名，教育局１名，城市管理局１名，市场监督管理
局２名，乡镇机关３５名，涉及法律、中文、财务财
会、农业、经济、计算机等１３个专业大类。
【干部教育培训】 依托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等干部教育培训机构，举办经济发

展与小城镇建设、基层党建创新、非公企业党建专
题培训班，参训学员近２００人次；举办青年干部、
远程教育培训班，参训学员３１０人次；各单位自主
培训４６期，培训３０００人次；全区干部参加江苏省
干部在线学习中心和中共淮安市委手机党校学习
合格率１００％，完成上级干部选调训工作任务，全
面落实《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相关要求。新四
军刘老庄连纪念园党性教学点获批全市首批党性
教学点以及恩来干部学院教学基地，共接待省内
外干部培训主体班６０批次３０００人。
【人才工作】 引进院士团队２个，省“双创计划”
人才１６名，省“双创团队”１个，“淮上英才计划”
领军人才６人，“淮上英才计划”团队２个，引进本
科毕业生７８０人、硕士研究生以上人才５０人，培
养高技能人才８６３人，专业技术人员知识更新
５０００人，对接选派省“科技镇长团”成员８人。出
台《淮阴区进一步促进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实施
意见》，建立科研工作绩效激励制度、科技成果转
化激励制度、研发平台建设激励制度、人才税收贡
献补偿制度、人才交通住房补贴制度、人才创业支
持制度、人才服务保障制度等７项系列政策，综合
激励释放创新力。新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１３家、
市级以上“两站三中心”１０个，推动大学生创业孵
化中心、企业研发中心、重点实验室建设。新引进
清华大学、南京工程学院等２家高校在智慧谷设
立技术转移机构。国家农科园“星创天地”获批国
家级现代农业众创空间。组织开展高层次人才创
新创业项目对接会、企业推介会等系列招才引智
活动，人才创新创业活力显著增强，专利申请量、
授权量增幅居全省首位，全年高新技术产业产值
达２８８亿元。
【远教（电教）工作】 投入１００万元对全区２８９个
站点设备进行全面升级，充分运用全国党员干部
现代远程教育网、共产党员网、江苏先锋网以及微
信易信等中央和省市三级平台，开展“十八届五中
全会”、“三严三实”、“习近平系列讲话精神”的学
习以及“远教培训周”、“固定学习日”等系列活
动；开展“优秀讲师”评选、“共产党员讲党课”、
“结构化培训”等系列活动提升全区远教站点管理
员队伍素质；将远教工作和惠民工程有机结合，打
造丁集“大学生村官讲堂”、刘老庄“三色远教”、
码头“二闸戏院”、老张集“群众心愿墙”等特色电
教站点，切实解决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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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制作的《花火》《守望》等党员教育专题片分
别被省、市委组织部评为一等奖，同时《暖阳》《花
火》在江苏卫视《时代先锋》栏目播出。

·宣　 传·
【概况】 全区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围绕“幸福淮
阴”建设，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多项工作获省、市表
彰，综合考评全市第一。
【聚焦“两个巩固”根本任务】 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用党的理论创新
成果凝聚思想共识。

理论武装扎实推进　 开展党委中心组学习
“１２３”创评及“三新”读书调研等活动，创新打造
“五微三信一端”宣讲平台，发放《冬训掌中宝》等
各类学习资料４０００余册，“三学三送”（学管理，学
知识，学品质；送温暖，送健康，送文化）做法获市
冬训创新奖。

“两学一做”知行合一　 创新“理论＋文艺”
模式，先后开展“学身边榜样，做合格党员”“忆峥
嵘岁月”“永远跟党走”等系列专题情境教学党课
巡演２７场，受教干群３万余人。

教育平台再添新彩　 建成国内首家张纯如纪
念馆，市委书记姚晓东多次批示并亲临现场调研
指导。１２月１３日，张纯如纪念馆纳入国家公祭日
子节目面向全国直播，得到社会广泛关注。
【抓党建促发展】 围绕“全市走前列、全面上台
阶”发展目标，对内凝心聚力，对外提升形象。

立足中心唱响“四季歌”　 分别在区“报台网
微”开设“抓党建、促发展”“走进大项目现场”“我
和我的身边人”大家谈等专题３０个，推出系列报
道１１００篇，展示幸福淮阴建设的火热场景。

立足高端传播“好声音”　 策划“中央、省、市
媒体走进幸福淮阴”集中采访行动，邀请人民日报
等３３家高端主流媒体实地采访，全景展示淮阴形
象，得到市委认可。全年在市级以上媒体累计用
稿４０００篇，中央级稿件３０篇，省级稿件１００篇，淮
安日报头版头条１４篇，数量全市第一。

立足防控把好“方向标”　 出台《关于进一步
加强和改进突发事件新闻应急工作的通知》，完善
舆情“预警、处置、考核”三大机制，实行舆情隐患
排查与整改半月报制度，１６５件舆情隐患得到有效
控制。淮阴区在全市突发事件舆论引导技能大赛
中获一等奖。

【文化迈上新台阶】 扩展提升淮阴爱心文化品
牌，对内推进文化惠民，对外促进文化交流。

文化走出去　 组团参加第３１届大韩民国国
际民俗音乐节，成功举办第五届海峡两岸“漂母
杯”母爱·爱母主题散文诗歌大赛及大洋洲“漂母
杯”“韩信杯”品牌文体赛事，开展投资说明会、
“非遗”展示、旗袍秀等活动，创造三项大世界吉尼
斯记录。人民日报海外版等３０余家海内外主流
媒体推出重点稿件１２０篇，有效提升淮阴文化的
知名度和影响力。

文化走下去　 举办“百姓广场文化周”等文化
惠民活动，区文化馆晋升国家一级馆，淮安市歌舞
二团更名为淮安市文工团，并获省“双服务”（服务
群众，服务基层）先进集体，８个项目获得市“双
名”（名家、名作）资助，获奖数量全市领先。

产业上台阶　 出台区文化产业考核办法，制订
文化产业发展扶持引导政策，建立文化企业名录
库，新培育“三上”（规模以上文化制造业、限额以上
文化批发零售业、规模以上文化服务业）文化企业
１３家，创成文化产业园区及基地各１个。
【文明城市创建】 以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为引领，着
力拓展创建领域，创新平台载体、丰富创建内涵。

文明创建　 围绕“巩固提升年”工作任务，出
台创建考评办法和重点行动方案，建立挂号销号、
督查问责、点评推进等机制，淮阴区在全市第三方
测评中位居前列，在年度综合评定中排名第一。
４６个基层单位获评省级文明单位。

典型推树　 开展典型推选活动，６人被评为淮
安好人，１人当选中国好人；王营派出所获评“践
行周恩来精神模范团队”；淮阴八十二烈士李云鹏
的妹妹李爱云家庭被评为“省级文明家庭”。

提升道德风尚　 开展文明志愿服务，全区成
立７２９个志愿者服务队，注册志愿者８万余人，数
量位居全市前列。

·统　 战·
【概况】 全区统战工作落实中央和省、市委关于
统一战线系列重大决策部署，贴紧区委中心工作，
发挥统战优势，扎实开展各项工作，进一步巩固全
区统一战线团结和谐的良好局面，基本完成全年
各项统战工作目标任务。
【服务中心工作】 开展“同心”助推幸福淮阴建
设活动，通过建言献策、送服务下乡、专家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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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企结对、光彩事业、宗教慈善等工作，助推全区
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

民盟“烛光行动”　 民盟“烛光行动”助培淮
阴教育硕果累累，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常务
副主席陈晓光出席“‘烛光行动’合作基地·淮
阴”挂牌仪式，全区培训教师达９０００人次。

党外人士“三下乡”活动　 发挥由区各党派、
工商联组建或参建的１０个专家工作站的作用，在
高效农业、医疗卫生、家具设计等方面，通过现场
咨询和专向技术支持为全区发展贡献力量。

光彩事业活动　 深化捐资助学工作，举办区统
一战线光彩事业暨宗教慈善捐助百名大学新生活
动，区非公企业家、宗教人士共捐资２０万元。

扶贫送温暖活动　 参与精准扶贫，推动区非
公企业与１２个贫困村结成帮扶新对子。为解决
南陈集镇镇西村群众出行难问题，多方筹集村道
建设资金５万元，并结对帮扶农户１００户。

侨界服务活动　 淮阴区侨企负责人、东方双
语学校董事长陈红光个人出资４００万元发起成立
红光慈善基金会，主要用于扶贫济困、助学支教
等。筹建淮阴侨胞之家，搭建侨界联络联谊平台，
发挥侨界人士作用，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献计出
力，同时协助做好张纯如纪念馆建设工作。
【强化党外人士工作】 协助区委开展好政党协商
活动，以“凝心聚力精准扶贫”为题，组织区各民主
党派、工商联等开展专题协商，并定期召开党派负
责人会议，为党外人士搭建知情明政、参政议政和
民主监督的平台。开展特约参政，向区检察院新
推荐５名由区民主党派、工商联成员构成的特约
检察员。推进党外干部工作，初步建立党外干部
人才库，新推荐的２名党外乡科级后备干部得到
安排。做好换届工作，区民建、民进完成换届，农
工党区支部完成换届改选；在区人大、政协换届
中，开展党外人士的酝酿推荐提名，严格组织资格
审查和全面考察工作，充分征求各民主党派意见，
提高人选的质量与代表性。
【助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破解非公企业融资难
问题，建立区中小企业融资平台，区恒通担保公司
与５０多家非公企业建立长期担保合作关系，每年
提供融资金额３亿元以上。多次举办政企对接
会，通过区市场监管、税务、经信等部门和相关非
公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先后帮助多个企业解
决土地、融资、用工等难题。推动非公企业抱团发

展，加强商会建设，成立新生代企业家行业商会，
创成五星级乡镇商会２所、四星级３所，其余均为
三星级，全区星级商会覆盖率达到９０％以上。依
托乡镇商会，先后组织会员企业开展“文化市场法
律法规和安全生产知识培训”“劳动密集型企业消
防安全培训”等活动。为加强和非公企业家的联
系，建立统战干部与非公企业的联系点制度，全区
统战干部每人有重点地联系２户以上的非公经济
规模以上企业及其代表人士，每月定期深入企业
开展调研并做好服务。
【推进民族宗教工作】 新立项少数民族发展项
目４个，投入扶持资金１６５万元（其中码头少数
民族文化广场９０万元、民族特色村寨项目５０万
元），码头镇张庄镇民族村被省民委选为少数民
族特色村镇建设培训班现场教学观摩点。从民
族团结的高度办好淮州中学新疆内高班，将其纳
入学校整体规划、融入学校管理的方方面面。淮
州中学文化艺术中心被省民委命名全省首批民
族团结进步主题教育馆。落实宗教教职人员登
记备案、持证上岗制度，在坚持区乡村三级管理
网络基础上，推动宗教团体与各教会点负责人签
订责任状，深化“和谐寺观教堂”创建活动，宗教
场所制度逐步健全、宗教活动规范有序。引导宗
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区宗教界先后开展扶贫助
困、捐资助学等活动，累计捐资捐物５０多万元。
王营清真寺举办“伊斯兰教家风家教建设座谈会
暨首届和谐穆斯林家庭颁奖仪式”活动，在回民
群众中倡导和谐文明的社会风尚，激发伊斯兰教
界群众的爱国爱教热情。改善王营清真寺周边
环境，谋划制定周边环境整治工作方案。加强宗
教队伍建设，举办爱国主义教育培训班２期，对
１７０名宗教教职人员进行为期半个月的全脱产
业务培训，２０名教职人员到井冈山革命老区开
展学习教育活动。

·机构编制·
【概况】 年内，淮阴区成立正科级行政机构６
个，即政协淮阴区委员会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
会、中共淮阴区委巡察工作办公室、中共淮阴区
委第一巡察组、中共淮阴区委第二巡察组、中共
淮阴区委第三巡察组、中共淮阴区委第四巡察
组；在区委办公室增挂“中共淮安市淮阴区委全
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牌子；成立副科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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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机构２个，即江苏淮安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创
新创业服务中心、江苏淮安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国
有资产管理服务中心；成立股级事业机构１１个，
即淮阴区不动产登记中心、淮阴区人民法院审判
保障服务中心、淮阴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办
公室、淮安市东城开明中学、淮安市银川路实验
小学、淮安市淮阴区水利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
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公证处、淮阴区城乡建设规划
编制服务中心、淮阴区城市地下管线建设营运管
理中心、淮阴区房屋交易中心、淮阴区停车设施
管理服务中心。
【权力清单标准化建设】 推进全区权力清单标准
化建设和行政权力办事指南编制工作，全区４２个
部门（含部分垂管部门）根据自身承担的职责，从
《省权力清单》认领编制本部门权力事项，全区各
部门共认领权力事项５９７５项，其中行政许可２０４
项、行政处罚４８１９项、行政强制３０５项、行政征收
４１项、行政给付４８项、行政奖励１１８项、行政确认
１１８项、行政裁决１１项、行政征用２项、其他权力
３０９项，初步实现行政权力名称、依据、数量、编码
标准省市县三级同权。
【推动公共资源交易规范运行】 根据全市统一要
求，在原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基础上整合组建市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淮阴分中心，将区直各部门各
自监管、分散开展的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政府采
购、农村产权交流等公共资源交易活动统一集中，
全部纳入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淮阴分中心，并按
要求对分中心的进行法人登记，促进全区公共资
源交易工作阳光规范有序开展。
【行政审批工作】 对接行政审批事项　 梳理国务
院、省市政府下放审批事项清单内容，结合淮阴实
际对国务院和省市政府下放行政审批事项的承接
情况进行一次“回头看”，重点梳理国务院和省政
府已取消事项是否对应取消，国务院和省、市政府
已下放至县区事项是否承接到位，是否存在接不
住、管不好的情况。经过梳理与排查，国务院下放
审批事项中，涉及到区级的有１２项；省政府下放
的审批事项，涉及到区级的有６１项，均没有接不
住管不好的情况。

规范行政审批中介服务　 对行政审批前置环
节的有偿中介服务进行全面清理，进一步清理涉
审强制中介服务事项，凡无法律依据的或行政机
关自行设定的一律取消，有法律依据但有明确范

围限定的一律不得扩大范围，着力解决中介评估
环节多、耗时长、收费乱、走过场、垄断性强等突出
问题。清理后，全区仅保留９个部门３６项涉审中
介服务事项，正式出台《淮阴区政府部门行政许可
中介服务事项清单》。

加强分类监管　 ６月起，开展市场主体分类
监管责任事项、双随机抽查事项以及公共服务事
项的梳理统计工作，共梳理２３个部门６５类市场
主体分类监管责任、１２个部门６６项随机抽查事
项、２４个部门１８０项公共服务事项。经过集中审
核、反复研究、法制部门把关、反馈确认等环节
后，形成《淮阴区政府部门市场主体分类监管责
任清单》《淮阴区区级部门随机抽查事项清单
（首批）》和《淮阴区政府部门公共服务事项清
单》３个清单。
【优化机构编制资源配置】 按照“严控总量、盘活
存量、优化结构、有增有减”的原则，科学统筹配置
机构编制资源，保证全区重点工作重大决策的机
构编制需求，实现减员减支降低行政运行成本的
效果。

编制总量控制　 截至１２月底，全区财政供养
人员２ ２３万人，扣除区市场监管部门下划３２４人
因素后，２０１６年财政供养人数相比２０１２年底实际
减少２６０人；区行政编制、事业单位编制总体双双
不超编，且均在中央编办核定的限额内。年末，区
行政编制２３０４名，实有人员２０７５人，结余待使用
编制２３１名。事业单位核定编制１ １９万名，实有
在编人员９６２５人，结余待使用编制２３１２名。

规范编制资源管理　 坚持瘦身健身相结合，
切实把握各单位的职能定位，以单位职能定位决
定机构设置和编制配备规模，侧重向区安监、城
管、公安、农科园等职能增强、民生领域和重点行
业部门予以编制倾斜。行政编制总数比上年减少
２名（调剂到市级），事业编制总数比上年减少３０
名（调剂３０名区中小学教职工编制到市实验小学
长征校区）。在计划用编审核时，遵循从严从紧的
原则，综合考虑各单位岗位需求、人员结构及全区
经济长远发展等因素，优先保证重点部门及领域
的人员补充，切实提高编制使用效率。２０１６年，全
区事业单位申请用编４３７名，同意招聘１４４人，用
编核减率达６８％左右；２０１７年度区公务员招录上
报用编使用计划１１２ 名，仅占区行政编制总
数４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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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调配机构编制资源　 坚持站在全区经济
社会发展的大局去定位和谋划机构编制工作，相
继成立区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区不动产登记
管理中心、区人民法院审判保障服务中心、农科园
创新创业服务中心、区城市地下管线建设营运管
理中心及国有资产管理服务中心等一批涉及社会
管理、经济建设、民生保障和维护稳定等领域的机
构编制事项，将有限的机构编制资源优先用于区
重点行业和关键领域，充分发挥机构编制在保障
发展中的作用。
【机构编制管理】 规范科级领导职数　 以２０１４
年科级领导职数为底数，建立完善全区机构编制
领导职数预审制度。２０１６年，凡是新撤并和新成
立的机构，均重新核定领导职数把好监督关，杜绝
职数不明确、不全面、不规范等现象，并按规定程
序向市级编制部门报批，为干部选配提供准确的
制度遵循。８月，区编办与区委组织部门联合开展
机构编制及领导职数执行情况专项督查，全面了
解区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三定”规定及机构编
制管理执行情况，并对各部门督查反馈的问题提
出限期整改意见，督查结果纳入各部门的机关绩
效考核评价中。

机关事业单位信用体系建设　 推进社会信用
体系建设，１月份启动事业单位“四证合一”工作，
３７７家事业单位完成换证工作；５月份启动区机关
群团的统一信用赋码工作，４３家行政机关及编办
管理的群团完成赋码工作；９月份完成全区４８４家
机关事业单位政务和公益中文域名续费工作，注
册率达１００％。

机构编制监督管理　 严格办事程序，规定各
单位有人员入编、出编、变更职务职级等机构编制
事项变化时，必须及时到编办办理相关手续。定
期联合组织、人社、财政等部门开展数据审核与比
对，完善数据统计，确保系统信息客观、真实、准
确。利用系统的统计功能，整理分析全区面上的
人员结构、专业结构、年龄结构、编制余缺、职数配
备等情况，为领导决策提供第一手数据。

机关绩效管理　 根据省市机关绩效管理要
求，年初及时制订２０１６年度绩效考核办法和考核
评分细则，将全区党群、经济管理和执法、公共服
务等４７家单位全部纳入机关绩效考核管理范围，
实现区委、政府重点工作和部门职能的全覆盖。
区编办牵头开展绩效评价工作，根据各单位平时

履职、机构编制管理执行及创新创优体制建设等
情况进行综合考核打分，打分结果全部纳入区大
目标考核体系，分值在大目标中占６分。

·机关党建·
【概况】 区直机关党建工作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
十八届五中全会、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以全面从严治党为主线，
全力服务区委中心工作，服务机关党的建设，服务
党员发展需求，提高服务中心、建设队伍水平，为建
设实力强、城乡美、群众富的幸福淮阴作出贡献。
【履行治党管党职责】 在责任主体上，落实班子
集体责任，一把手第一责任人责任和班子成员
“一岗双责”；人员配备上，明确一名副书记分
管；工作内容上，利用书记办公会、“三会一课”、
每周四的“周周学”等形式做好“三严三实”“两
为”整治等党风廉政建设方面精神的传达学习和
贯彻落实工作。将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分解纳入
机关党建工作考核清单。加强制度建设，班子成
员带头执行“八项规定”等制度，坚持集体领导，
严守财经纪律。
【强化政治教育】 深入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按照“尽责明纪强党性”学、讲、考、唱的要
求，强化组织领导和责任落实，与区委组织部联
合下发《关于在机关党员中开展“党课我来上”
活动的通知》和《关于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
做好“七个一”工作的通知》，全体机关党员增强
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增强党章党规党纪意识，切
实将学习教育的实际成效转化为对党绝对忠诚
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
层延伸。
【创新创优活动】 以“凝心聚力求突破，争创发展
新优势”为主题，在全区广泛开展创新创优项目评
选工作。全区各单位共完成“公共管理”“经济建
设”“党建和精神文明”三大类６９个项目的立项申
报，形成机关比服务、干部比实绩、党员比贡献的
创新创优氛围。经反复筛选，“家庭医生团队建
设”“抓党建　 促发展”等５个项目作为区级立项
项目向市创新创优领导小组申报。根据入选项目
实施单位的不同情况，在延续上年分阶段提醒推
进做法的基础上，采取邀请市里专家面对面辅导、
年中项目跟踪指导、年底包装横向联合、平时服务
有求必应的方法，加强对入选项目的跟踪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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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在市级创新创优项目评选中，淮阴区获一
等奖１个（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模式创新）、二等奖１
个（“三讲三促”打造党课教育新品牌）。
【机关作风建设】 贯彻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
任”（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把党
风廉政建设与业务工作同部署、同实施、同检查，
支持纪委（纪检组）履行监督责任。全年协助区
纪委查处违纪违规事件６起。组织全体党员铭
记并严守区委提出“八个严禁”的政治纪律。推
行“党建考评清单”，明确机关党建工作内容和党
组织负责人职责，突出过程考核。督查汇总机关
基层党组织活动日开展情况。组织开展纪念建
党９５周年活动，向区委组织部遴选推报先进基
层党组织、优秀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６名。着
力推进机关党务干部履职能力建设。继续做好
人武群团工作，激发机关群团组织活力。持续抓
好放开二孩后的区级机关计划生育管理服务
工作。
【预备党员培训】 根据《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
作细则》的规定，以“学党章党规，学系类讲话，做
合格党员”为主题和主要内容，举办一期培训班，
３５０名预备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参加培训并按期
结业。建立入党积极分子电子档案，改进入党积
极分子和发展对象培训考评方式。各级党组织按
照《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坚持标准、严
格程序、严肃纪律，对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主动关
心培养，帮助他们端正入党动机，确立为共产主义
事业奋斗终身的信念。
【党性专题教育】 根据区委“尽责明纪强党性”
系列活动的要求，组织区妇联、区委统战部等２８
家区直单位集中上党课，邀请市委党校耿庆彪教
授授课，并组织闭卷考试，达到扎实推动全面从严
治党向基层延伸，确保责任层层传递，不断增强党
员干部的党章党规党纪意识的教育目的。

·老干部管理与服务·
【离休干部概况】 截至２０１６年底，全区离休干部
共有１７５人。其中享受副地市级待遇３人，部分
享受副地市级待遇６人，享受县处级待遇５６人
（正处３人，副处５３人），享受科级待遇１１０人；中
共党员１１３人，其他人员６２人；抗战前期参加革
命工作的６人，抗战后期参加革命工作的３０人，
解放战争参加革命工作的１３９人；男１４６人，女

２９人。
【落实老干部政治生活待遇】 把学习贯彻党的十
八届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学习贯彻落实中共中
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
离退休干部工作的意见》和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
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离退休干部工作的
实施意见》，落实全国、省、市老干部“双先”表彰大
会精神，加强老干部思想政治建设和党支部建设，
健全和落实向老干部通报情况、组织老干部参观、
考察制度，引导老干部坚定党的理想信念，始终与
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通过文艺演出、诗词朗诵、
书画摄影展等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组织离退休
老干部继续发挥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和威望优势，
在弘扬优良传统和作风、支持经济社会发展、关心
教育下一代方面贡献智慧。
【走访慰问】 春节、“老人节”等重大节日，各单
位都走访慰问老干部，主要领导亲自参加慰问活
动，带头尊老敬老。老干部因病住院或家中发生
特殊事情，所在单位及时派人前往看望，送去组织
的关怀和温暖。区财政每年安排专项经费为离休
干部进行一次体格检查。
【文体活动】 以老年大学、关工委、扶贫开发协
会、老区促进会、老年体育协会、象棋协会等涉老
组织为平台，围绕区委区政府工作重心，组织开展
各种有益身心的文化活动，提升淮阴的知名度。
与区人社局、民政局、体育局、农行、老年体协、象
棋协会、王营镇机关社区、双河社区等，联合举办
江苏省老年人体育节淮阴区启动仪式暨老年人乒
乓球比赛、江苏省老年人体育节闭幕式、“白玫杯”
象棋锦标赛、“韩信杯”老年人象棋比赛、“淮阴区
棋王赛”、农行杯“迎新春”老年人掼蛋比赛、离退
休干部健康知识讲座等。全面展示老干部良好形
象，以纪念建党９５周年、红军长征胜利８０周年为
契机，与浙江金圆淮安置业有限公司联合举办“金
圆·幸福城杯”老干部书画展、歌舞活动，承办全
市离退休干部示范社区联席会组织的离退休干部
象棋比赛。
【示范社区创建】 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的离退休
干部服务管理工作，按照“一方隶属，多方管理”的
要求，指导王营镇双和社区做好省级服务老干部
党建示范社区创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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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事务·
【概况】 区对台工作以“增进淮台交流合作，服务
台资高地建设”为切入点，有计划地邀请台湾工商
界、科技界、文化教育界等“四有”人士到淮阴考察
交流，同时有重点地组织领导干部赴台湾招商考
察，不断壮大有利于持续深化淮（阴）台（湾）经贸
交流合作的人脉资源和工作基础，确保在项目引
进、技术合作方面取得新突破。
【赴台湾招商考察】 淮阴区组团数十批次赴台湾
开展各种类型的招商考察活动，考察、学习、借鉴
台湾先进的经济发展理念、企业服务模式、科技园
区运作模式、企业经营管理方法、行业协会运作模
式等，培养一批台资集聚新高地需要的各类管理
服务人才，洽谈、签约、落户一批有技术含量、有投
资规模、有市场前景的台资项目。
【打造高层次交流平台】 围绕台资集聚新高地
建设，组织“淮安台湾周”、台商论坛、爱心淮阴、
码头旅游、美食文化等富有淮阴特点的交流推介
活动，提升淮阴区与台湾交流互动的层次。同时
邀请台湾四有人士到淮阴考察投资，交流推介台
湾的农产品、妈祖文化。让更多的淮阴人通过淮
（阴）台（湾）交流活动了解台湾，让更多的台湾
人通过淮（阴）台（湾）交流活动了解淮阴。１２
月，淮阴区举办台湾新北市新庄区里长“母爱之
都淮阴行”交流活动。由台湾新庄区交流团团
长、中华里里长陈敬波率队的新北市新庄区３０
余名里长参访团应邀到淮阴区交流智慧美丽村
里建设经验。淮阴区与中华两岸经贸文教交流
发展促进会签订缔结友好单位交流合作协议书。
【打造台资集聚新高地品牌】 区台办按照区委
要求，对台企进行调研，强化１０１％服务理念。制
订支持台资企业转型升级的意见，引导台资企业
在节能环保、新材料、新能源等重点领域发展。
邀请岛内或台资密集区台商与淮阴区台湾农民
产业园开展对口交流。依法保护台商合法权益，
打造台资集聚新高地的优质品牌。完善工作机
制，淮阴区台办牵头成立涉台投诉保障协调委员
会，提高解决台商投诉纠纷的办结案率；台创园
针对台商生产、生活实际，建立完善的服务台企
台商长效机制。
【为台胞台属办实事】 以台资高地建设为契机，
做好对台事务，履行对台工作职责，接待台胞台

属，为台胞台属服务。主动做好来淮阴台胞的
接待工作，深入台属家中走访，建立健全台胞网
络；深入台资企业了解情况，做好台资企业的权
益保障和服务工作；对全区重点台属进行走访、
慰问，并通过他们及时了解台胞情况，加强联
络，吸引台胞、台商来淮阴投资兴业，为台商、台
属、台资企业提供服务。帮助台属解决房屋拆
迁补偿、子女就读等实际困难和问题，落实拆迁
补偿优惠政策，资助困难群众急需的物资，帮助
困难群众协调应当享有的权益或惠民政策，介
绍１份适合从事的工作，帮扶１个致富项目
等等。

·党史资料征编与研究·
【概况】 全区党史资料征编与研究工作以“资政
育人”“服务发展”为切入点，以地方党史编研工作
为工作中心、聚焦主业，全力推进党史工作有效开
展，激发党史工作新活力。年内，被市党史办评为
党史宣传工作先进单位，被区委、区政府表彰为科
学跨越发展优秀单位。
【编辑《红色征程———淮阴区革命斗争史画册》】
该画册收录１９１９年至１９４９年间，淮阴革命斗争史
上的重大事件、活动、人物的历史照片、遗址、文
献、文物等资料，是一部淮阴人民革命斗争风云
录，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淮阴党
史教育的珍贵材料。组织工作人员赴山东临沂、
枣庄以及安徽等地搜集相关资料和图片，通过分
块编写及党史专家指导、把关、汇总、统稿相结合
的方式推进专题征编进度。画册的编纂工作基本
完成并推进付印出版工作。
【征集淮阴区改革开放重要历程和经验】 根据中
央和省、市、区委关于完成淮阴区改革开放后的发
展历程重要成就及宝贵经验资料征编工作的统一
部署，区党史办开展相关研究和编撰工作。制订
科学、严密的计划，开展改革开放新时期档案、图
书、报刊、音像、照片等资料的收集、征集工作，同
时做好相关资料的整理、归类、存档等工作。重点
采访党史事件的决策者、亲历者或当事人，主要采
访其任职期间参与制定的重大决策、亲身经历的
重大事件和亲自参加的重大活动等情况，以及分
管领域取得的重要成就和经验教训等。通过采访
和征集，力求把改革开放进程的经验和典型事例
反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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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淮安市淮阴区历史（第三卷）》资料
收集和调研】 集中力量开展《中国共产党淮安市
淮阴区历史（第三卷）》资料收集和调研工作。收
集资料，编修纲目，翻查档案，收集图片、文字资
料，多方考证，力求做到严谨、真实。围绕专题开
展调研，根据编写需要确定若干专题，赴山东等地
的红色基地开展调研，逐个研究、逐个击破，解决
编纂过程中的重点、难点问题。组织精干力量，潜
心编写史稿。
【建党９５周年党史宣传活动】 区党史办以建党
９５周年为切入点，创新宣传模式，丰富党史宣传
载体，不断扩大党史的宣传教育面。利用宣传媒
介，广泛宣传党的历史，通过专刊、报刊和史志信
息等媒介，丰富党史宣传教育的形式，组织党史
工作人员发表史志文章，向社会展示党史部门的
日常工作。结合特殊重大活动，重温党的历史。
为编辑出版的《红色征程———淮阴区革命斗争史
画册》举办首发式，宣传、弘扬淮阴革命精神，扩
大影响力，激发群众爱党、爱国、爱家乡的热情。
利用党史书籍及时宣传有关党史知识，向各基层
党支部、乡镇小学支部赠送《红色征程———淮阴
区革命斗争史画册》，把党史信息、史志优秀成果
推向社会，方便社会各界对地方党史资源的了解
和查阅利用。
【组织筹办“淮河大队专题研讨会”】 ４月２２日，
为纪念淮河大队归建新四军７５周年，由市新四
军研究会和市委党史工办主办，淮阴区新四军
历史研究会及淮阴区委党史工办承办的淮河大
队专题研讨会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
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会长范学恕、各县区党史
办主任共计４０余位代表出席会议。会议收到
有关论文数十篇，有近十位研究者作专题发言
交流。淮河大队是一支抗战初期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之下创建的地方民众武装，通过艰苦的军
事斗争，为中共苏北敌后战场的开辟作出重要
贡献。

·党校工作·
【概况】 ２０１６年，区委党校与江苏省管理干部学
院联合开办的农业经济管理大专班２５名学员顺
利毕业。区委党校获“全区差别化目标考核优秀
单位”“全区基层党员冬训工作先进集体”等
表彰。

【干部培训】 区委党校注重探索干部培训新形式
新途径，扩大培训规模，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实
效性。

主体班次　 配合区委组织部落实干部教育培
训计划，突出党的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这一重点，
科学设置培训班次和教学内容。２０１６年，举办各
类主体班１１期，分别为淮阴医院十八届五中全会
培训班、淮阴区水利系统干部培训班、全区妇联干
部培训班、“尽责明纪强党性”培训班、预备党员和
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新疆伊犁州县处班走进淮
安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实境课堂、大学生村官岗前培
训班、全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培训班、防震减灾知
识培训班、新疆伊犁州村级少数民族党支部书记班
走进淮安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实境课堂、新疆伊犁州
乡镇主要领导赴江苏轮训班示范班走进淮安国家农
业科技园区实境课堂等，累计培训轮训各级各类干
部１４８５人次。

送教上门　 转变作风，服务基层，利用党校理
论高地和人才优势，实施送教工程。送教内容丰
富，涉及党的十八届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两学一
做、党章、党史、党纪等。深入吴城镇、新渡乡、徐
溜镇等８个乡镇，人社局等１０个区直部门及２个
重点企业，开展送教上门活动３０场次，参训学员
达５６３０人次。
【科调研工作】 始终坚持科研兴校，重视科调研
工作，鼓励全体教职工理论联系实际，开展调查研
究，撰写调研报告及理论文章，为区委区政府决策
提供参考，充分发挥党校作为地方党委政府“思想
库”和“智囊团”作用。２０１６年，形成调研报告和
理论文章１５篇，公开发表１０篇，其中省级６篇，市
级４篇。

淮阴区人民代表大会
【概况】 区人大常委会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
区委关于加强县乡人大工作和建设的文件精神，
围绕发展目标，突出工作重点，依法行使职权，助
推幸福淮阴建设。全年共召开全体会议８次，听
取和审议“一府两院”专项工作报告１６项，作出决
定决议４项，依法任免“一府两院”工作人员６３人
次，开展专题视察工作２５项、执法检查工作３项、
专题调研工作５项、专题询问工作１项，组织各类
代表活动２９次。２月，筹备召开区十六届人大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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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会议。
【区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１月１２
日，区十六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二十六次全体会
议。接受花开功辞去淮安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职务的请求。
【区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１月２５
日，区十六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二十七次全体会
议。会议接受吴玉华、姜华逞、范锦涛辞去淮阴区
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请求。会议讨
论通过《淮阴区人大常委会关于召开淮阴区第十
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时间的决定和建议
会议议程（草案）》。
【区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 １月３１
日，区十六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二十八次全体会
议。听取和审议区政府提请关于授予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年度省委驻淮帮扶工作队员“淮阴区荣誉
市民”称号的议案、区政府关于２０１６年办实事项
目计划的报告、关于提请设立淮阴区第十六届人
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和法制委员会的议
案、区政府关于２０１５年财政预算调整情况的报
告、区政府关于脱贫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讨论
通区十六届人大五次会议有关建议名单。会议
经过审议，决定任命周舜为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局局长，任命吉荣飞为区人大财政经济工作委员
会主任。
【区十六届人大五次会议】 淮阴区第十六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２０１６年２月２

#

５日
召开。中共淮阴区委和区人大常委会的领导以
及１２个代表团共２８３名代表出席会议。区政府
副区长、区政协副主席、区政协全体委员、区直各
部门主要负责人、部分离退休老干部列席会议。
会议听取和审议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
主任陆益民所作的《淮阴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报
告》、区长朱晓波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区人
民法院院长尤铁梅所作的《淮阴区人民法院工作
报告》以及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洪斌所作的
《淮阴区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审查和批准决定
批准《淮阴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
规划纲要》《关于淮阴区２０１５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２０１６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计划（草案）的报告》和《关于淮阴区２０１５年
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２０１６年财政预算（草案）的
报告》。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关于《政府

工作报告》《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等六项报告
决议。大会接受辞去区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主任职
务的请求，接受张焱和谈效艳辞去淮阴区人民政府
副区长职务的请求，选举陆益民为本届人大常委会
主任，吉荣飞、张树宝为本届人大常委会委员。
通过吉荣飞为本届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
汤晓惠为本届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
$昆、时海柏、韩操（以姓氏笔画为序）为本届
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通过周晖为本届人大法
制委员会主任委员，王广龙为本届人大法制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王宝春、王晓峰、张强（以姓氏笔
画为序）为本届人大法制委员会委员。
【区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 ３月３０
日，区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召开。
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陆益民主持会议，区人大领导
刘翠花、穆文清、韩国虎、李娟等出席会议。会议
听取并审议通过人民法院２０１５年以来执行工作
情况的报告；听取区文广新局、统计局主要负责
人履职情况报告，并现场进行满意度测评。会议
经过审议，免去岳朝友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
庭庭长职务，陈国君区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庭长
职务，包文斌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职务，
王海燕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职务，
颜从年区人民法院徐溜人民法庭副庭长职务，李
继先区人民法院渔沟人民法庭副庭长职务。任
命陈国君为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行政审
判庭庭长，郭云红为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
员，包文斌为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
王海燕为区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庭长，钱晓晖为
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崔建坤为区人
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夏明为区人民法院南陈
集人民法庭庭长，颜从年为区人民法院渔沟人民
法庭庭长，李继先为区人民法院徐溜人民法庭副
庭长，邵海州为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副
庭长。
【区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 ５月３０
日上午，区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召
开，区长朱晓波到会并宣读有关人事提名文件。
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陆益民主持会议，区人大领导
刘翠花、穆文清、韩国虎、李娟等出席会议。副区
长张春荣以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会议
听取并审议通过区政府关于国家级重点中心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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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情况的报告；听取并审议通过区政府关于提
请将老汽车北站等５个地块旧城改造项目纳入
全区２０１６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的议
案；听取并审议通过区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执法检查
情况的汇报。会议还听取区审计局、交通局主要
负责人履职情况的报告，并现场进行满意度测
评。会议经过审议，决定免去谢鹏区人民政府副
区长职务，王爱荣区公安分局局长职务；免去李
长江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审判员职
务；决定任命乐翔为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区公安
分局局长，王俊超为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挂职２
年）。
【区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 ７月２５
日上午，区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召
开，区长朱晓波应邀出席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陆益民主持会议，区人大领导刘翠花、穆文清、韩
国虎、李娟等参加会议。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陈
张代表区政府列席会议。会议听取并审议通过区
政府关于２０１６年国民经济社会和发展计划以及
财政预算上半年执行情况的报告以及区政府关于
２０１５年区级财政决算及财政收支审计情况的报
告；听取区住建局、市场监管局主要负责人履职情
况的报告，并现场进行满意度测评。会议还听取
区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关于脱贫工作和法院执行工
作跟踪问效情况的报告。会议经过审议，接受张
春荣、张健辞去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职务的请求。
决定免去朱士东区教育局局长职务；决定任命蔡
昀为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时伟众为区教育局局长；
任命郑冰为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费光明为区
人民法院审判员。
【区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 ９月２８
日上午，区十六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三十二次全
体会议，区长朱晓波应邀出席会议，区人大常委
会主任陆益民主持会议，区人大领导刘翠花、穆
文清、韩国虎、李娟等参加会议。副区长殷俊代
表区政府列席会议。会议讨论通过全区区乡两
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有关事项；听取和审议通过
区政府关于省级电子商务示范园区创建工作情
况的报告；讨论并通过区政府《关于提请将淮安
园兴投资有限公司出资纳入政府债务管理的议
案》和《关于提请将高新区融资纳入区政府财政
年度预算的议案》；听取和审议通过区人大常委

会执法检查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执
法检查情况的报告；听取区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关
于国家重点中心镇建设工作跟踪问效情况的报
告。会议经过审议，决定任命黄克涛为区人民政
府副区长。
【区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 １１月
２９日上午，区十六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三十三次
全体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陆益民主持会议，
区人大领导刘翠花、穆文清、韩国虎等参加会议。
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陈张，副区长殷俊列席会
议。区人大党组成员王胜贤、唐业勤列席会议。
会议听取和审议通过区政府关于２０１６年财政预
算调整和２０１５年区本级财政预算执行及其他财
政收支审计存在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
议通过区政府关于统筹城乡就业工作情况的报
告；听取和审议通过区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执法检查情况的
报告。会议经过审议，决定任命李纬坤为淮阴区
人民政府副区长；任命周飞为淮阴区人民检察院
副检察长、代理检察长，刘冬梅为淮阴区人大常委
会办公室副主任。
【区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 １２月
２８日上午，区十六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三十四次全
体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陆益民主持会议，区人
大领导刘翠花、穆文清、韩国虎等参加会议。区委
常委、常务副区长陈张，副区长黄克涛列席会议。
区人大党组成员王胜贤、唐业勤列席会议。对区十
七届人大一次会议时间和建议议程作出决定；审议
通过区十七届人大一次会议有关建议名单；听取和
审议十七届人大代表资格审查情况的报告；听取并
审议通过区政府关于提请将淮阴师范学院第二附
属小学西等１０个棚户区改造项目纳入全区２０１７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的议案；听取和审议
区法院落实常委会本年度作出的关于执行工作审
议意见情况的报告，并进行满意度测评；听取和审
议区政府关于代表建议办理、办实事项目建设情况
和２０１７年办实事项目计划的报告；听取和审议区政
府落实常委会本年度作出的关于脱贫、国家级重点
中心镇建设、省级电子商务示范园创建、统筹城乡
就业等４项工作审议意见情况的报告，并进行满意
度测评；会议还对省级电子商务示范园区创建工作
进行跟踪问效。会议经过审议，免去杨华淮阴区人
民法院小营人民法庭副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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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为淮阴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李金亮、
孙明珠、谢静、王丽静、刘海燕为淮阴区人民法院审
判员。
【专项视察】 年内，先后对安全生产、残疾人康
复、商品流通市场监管、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能
力建设、宗教场所管理、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创建、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供电、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
设、城建重点项目建设、现代农业、社会事业民生
项目建设工作等１２项工作进行专项视察。
【执法检查】 全年安排３次执法检查工作，分别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在
全区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
【专题询问】 ４月２９日，区人大常委会就城市规
划建设管理工作进行专题询问。会上，区委常
委、常务副区长陈张汇报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
作情况，１４名委员和代表结合自身体会和淮阴
实际进行询问，住建、规划、城管等部门结合自身
工作职责进行详细解答。陈张表示，将认真研究
提出的问题，找准措施，尽快落实；将进一步推进
政府工作，尽职尽责，奋发有为，确保此次专题询
问问出动力，问出成绩，为幸福淮阴建设做出应
有贡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陆益民指
出，此次专题询问目的是进一步督促相关职能部
门查找自身不足，更加充分履职，最终彰显出幸
福淮阴城乡美。陆益民对区城市规划管理工作
取得的成绩表示肯定，同时指出还存在城市建设
档次不高、商业服务短板、城区绿化缺少层次、道
路交通和秩序不完善以及小区管理不到位等问
题。对下一步工作，陆益民要求，围绕新型城镇
化、城乡一体化战略，进一步突出城市规划引领；
围绕城乡美的总体要求，进一步彰显城市内涵；
围绕“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愿景，进一步完善城
市功能；围绕“苦干三五年、面貌大改变”的任
务，进一步凝聚城市合力。希望各部门齐心协
力，共同将淮阴建设的更美丽，让居民生活的更
幸福。
【代表活动】 常委会坚持从创新机制入手，采取
切实有效措施，夯实代表履职基础，让代表在人大
工作中唱好“主角”，发挥好作用。制定出台《关于
开展闭会期间代表小组活动的意见》，对全区人大
代表进行编组，指导各代表小组开展好专题调研、
专项视察等活动。建立常委会组成人员每人联系

３名基层人大代表制度，定期交流走访联系代表征
集民意情况，提高对基层群众诉求了解的准确性，
增强常委会工作开展的针对性。为代表订阅《人
民与权力》等期刊杂志，通过手机微信等平台及时
向代表通报常委会工作动态，邀请代表参加常委
会组织的座谈调研、视察、执法检查、专题询问等
活动，促进全区各级人大代表履职能力不断提升。
根据市人大统一部署，组织开展“万名代表回选区
见选民”活动，为代表履职搭建平台，引导代表为
民履职、为民服务。先后围绕工业提质增效、教育
现代化、医疗惠民、增加农民收入等主题组织开展
代表专题活动，强化代表依法履职意识，激发代表
在本职工作和区委中心工作中建功立业的履职
热情。
【代表建议督办】 区十六届人大五次会议和闭会
期间，共收到代表建议９５件，其中涉及工业经济４
件、农业农村１８件、财税服务业６件、城建交通３０
件、社会事业２２件、社会管理９件、其他６件。３
月２８日，区人大、区政府联合召开区人大代表建
议交办会，２９家承办单位负责人参加会议，全面
对接９５件代表建议。各承办单位接到代表建议
承办任务后，及时召开专题会议，建立“主要负责
人负总责，分管负责人亲自抓，业务科室具体办”
的工作机制，明确任务、责任和办结时限，使办理
工作做到有章可循，确保办理工作顺利进行。按
照“分级负责，归口办理”原则，这些代表建议在
规定时间内全部办结，代表们对建议的答复和办
理情况均表示满意率或基本满意率确保达
到１００％。
【加强区乡人大建设】 区人大常委会召开全区
乡镇人大工作规范化建设推进会，贯彻落实全市
乡镇人大工作规范化建设推进会精神，推动全区
乡镇人大工作规范开展。推进会分两个阶段进
行，首先对王营镇、凌桥乡、码头镇３个建设情况
较好的乡镇人大办公室和人大代表之家进行现
场观摩；随后进行座谈，围绕乡镇人大工作规范
化建设下发相关指导性文件和资料汇编，王营
镇、古寨乡、渔沟镇３个乡镇分别作交流发言。
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陆益民要求，各乡
镇要充分认识乡镇人大工作规范化建设的重要
意义，认真落实全市乡镇人大工作规范化建设现
场会精神，切实把握乡镇人大工作规范化建设的
内容和要求，按照“硬件标准化、软件规范化、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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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制度化、活动经常化”的要求，抓住薄弱环节，
夯实工作基础，不断提升乡镇人大工作规范化建
设水平。区人大常委会于７月底对各乡镇贯彻
落实市、区人大工作规范化建设推进会精神情况
进行检查。

淮阴区人民政府

·会议决策·
【区十六届人民政府第二十三次常务会】 １月２５
日下午，区长朱晓波主持召开区十六届人民政府
第二十三次常务会议。会议听取区安监局关于安
全生产工作的情况汇报，听取区政府办关于２０１６
年为民办实事项目编排工作的情况汇报，听取区
政府办关于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工作的情况汇报，
听取区政府办关于表彰省委驻淮帮扶工作队有关
人员的情况汇报。
【区十六届人民政府第二十四次常务会】 ５月４
日下午，区长朱晓波主持召开区十六届人民政府第
二十四次常务会议。会议听取区安监局关于全区
安全生产工作的情况汇报，听取区商务局关于外贸
稳增长实施意见的情况汇报，听取区水利局关于给
予戴兴中等３人记个人三等功的情况汇报。
【区十六届人民政府第二十五次常务会】 ７月２６
日下午，区长朱晓波主持召开区十六届人民政府
第二十五次常务会议。会议集中学习《中华人民
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听取区安监局关于全区安
全生产工作的情况汇报，听取区交通局关于高速
路建设房屋征收和管线杆线迁移工作的情况汇
报，听取区审计局关于进一步做好审计整改工作
实施意见的情况汇报。会议传达学习李克强总
理４月１１日和１３日关于做好当前经济工作的
讲话精神、５月６日在就业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精神、５月３０日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
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精神。
【区十六届人民政府第二十六次常务会】 ８月１６
日下午，区长朱晓波主持召开区十六届人民政府
第二十六次常务会议。会议听取区安监局关于
安全生产工作的情况汇报，听取区人才办关于给
予张军、杨捷等三等功奖励和聘请张军、杨捷等
为区科技顾问和金融顾问的情况汇报，听取区人

社局关于全区参公单位人员登记的情况汇报，听
取区住建局关于调整城市低收入、中低收入家庭
收入线的情况汇报，听取区住建局关于进一步扩
大共有产权经济适用房货币化补贴的情况汇报。
【区十六届人民政府第二十七次常务会】 ９月２８
日下午，区长朱晓波主持召开区十六届人民政府
第二十七次常务会议。会议听取区安监局关于全
区安全生产工作的情况汇报，听取机关事务管理
办关于区机关食堂工作餐餐补运行机制有关问题
的情况汇报，听取区住建局关于淮阴区城区棚户
区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实施细则有关问题的情况
汇报，听取高新区管委会关于淮安园兴投资有限
公司出资德淮半导体产业投资基金有关问题的
情况汇报，听取高新区管委会关于德淮半导体产
业投资基金和江淮工业园融资方案的情况汇报，
听取区水利局关于淮阴区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７年度冬春
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实施方案有关问题的情况汇
报，听取区水利局关于报批淮阴区河湖和水利工
程管理范围划定实施方案有关问题的情况汇报，
听取区城市资产经营公司关于淮安城市名人酒
店人防工程建设有关问题的情况汇报，听取区纪
委关于给予裘靖宁行政降级处分有关问题的情
况汇报。会议要求全区各部门、各乡镇，将科学
跨越发展目标紧紧抓在手上，不能因个别优势指
标而忽视劣势指标，要坚持大中小指标齐抓，一
刻不得松懈；加快推进在手的工业、城建、农业、
社会事业项目，坚持又好又快原则，抓紧开工、实
施一批项目；提早谋划明年工作和项目，强化工
作主动权；认真抓好国庆期间安全生产、节日廉
政工作，各级领导干部要管好自己身边人、亲属，
净化朋友圈，并组织做好节日期间应急值守
工作。
【区十六届人民政府第二十八次常务会】 １１月
２４日上午，区长朱晓波主持召开区十六届人民政
府第二十八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中华人
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听取区安监局关
于全区安全生产工作的情况汇报，听取高新区管
委会国土规划建设局关于授权高新区管委会非房
地产开发建设项目绿化审核、验收工作问题的情
况汇报，听取高新区管委会国土规划建设局关于
免除华科环保等３家企业未批先建工程行政处罚
问题的情况汇报，听取区物价局关于２０１５年度教
育收费检查处理问题的情况汇报，听取区城市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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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经营公司关于渔沟、徐溜同一乡镇范围内村庄
建设用地布局调整工程项目贷款问题的情况汇
报，听取区政府办关于区政府党组议事规则的情
况汇报。
【区十六届人民政府第二十九次常务会】 １２月７
日上午，区长朱晓波主持召开区十六届人民政府
第二十九次常务会议。会议集中学习《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征
收拆迁补偿条例》，听取区安监局关于全区安全
生产工作的情况汇报，听取区环保局关于全区环
保工作的情况汇报，听取区交通局关于调整淮阴
港区城东作业区至２３７省道、宁连一级路连线工
程路线的情况汇报，听取区体育局关于区体育健
身中心场馆管理经营权的情况汇报，听取区公安
分局关于给予李宁等１０人记个人三等功的情况汇
报。
【区十六届人民政府第三十次常务会】 １２月２７
日下午，区长朱晓波主持召开区十六届人民政府
第三十次常务会议。会议听取区安监局关于全
区安全生产工作的情况汇报，听取区发改委关于
２０１７年重点项目投资计划和政府投资项目计划
的情况汇报，听取区政府关于２０１７年为民办实
事项目编排工作的情况汇报，听取区政府办关于
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工作的情况汇报，听取区卫计
委关于李海丽记个人三等功的情况汇报。会上，
区长朱晓波对政府重点工作进行部署安排。要
抓好安全生产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要维护社会稳定，确保节前社会总体稳定；要
加强市场秩序监管，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
全”；要做好年底考核准备工作，确保各项目标任
务顺利完成；要开展“送温暖”慰问活动，保障困
难群众基本生活；要加强廉洁自律，落实廉洁从
政各项规定，严防“两节”期间四风问题反弹；要
加强应急值守工作，有效应对和处置各类突发公
共事件。

·重要活动·
【淮阴区碘缺乏病防治工作获国家表彰】 淮阴区
采取食用碘盐、开展健康教育、进行儿童等重点人
群监测等综合性防控措施，完成“十二五”规划地
方病防治目标任务，于９月通过江苏省消除碘缺
乏病防治工作考核，并被国家碘缺乏病参照实验
室评为“先进单位”。

【比利时海智专家与淮阴区签署现代农业技术合
作协议】 ３月２４日下午，比利时海智专家罗兰·
凡高汶拜尔赫，中国科协海智专家、比利时金海公
司总裁、安徽大浦现代农业研究院院长高继明一
行到淮阴区考察指导，并与淮阴区签署现代农业
技术合作协议。市科协主席李顺英，区委常委、宣
传部长孙晓燕等出席签约仪式，市、区相关部门负
责人参加仪式。比利时在农业发展方面有很多好
的经验，双方合作后，会经常到淮阴给予农业技术
上的指导，帮助淮阴推动农业发展。签约前，比利
时海智专家还实地考察古清口休闲文化旅游生态
园、江苏宝祥生态农业。
【淮阴区加快推进签约拟开工重大项目】 ４月６
日上午，淮阴区召开全区签约拟开工重大项目推
进会，会办解决问题，确保项目按序时进度推进。
区领导、朱晓波、葛志胜、陆益民等出席会议。
区委书记就做好签约拟开工项目推进，强调：增强
行动自觉，强化大局意识，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区
委的决策部署上来，把精力和时间用到推进项目建
设上来，以一流的帮办服务助推签约项目早日开工
建设，为全区经济发展注入强劲的动力；坚持问题
导向，对项目推进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要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切实予以解决到位；强化督查考核，
把项目推进成果与领导班子、干部个人的考核挂钩
，以项目论政绩。签约拟开工重大项目引资单位依
次汇报项目进展情况以及下一步工作措施、存在的
问题。
【赵集镇高堰村文化广场项目正式签约】 ４月１８
日下午，南京市江宁区体育局到淮阴区赵集镇调
研高堰村文化广场项目，并参加当天的项目签约
仪式。区委副书记、省委驻淮帮扶工作队队长李
爱国，副区长殷俊等出席仪式。赵集镇高堰村文
化广场项目由驻淮帮扶工作队牵头联系，得到南
京市江宁区体育局的支持。该项目是集娱乐、健
身、体育、休闲为一体的多功能综合文化体育休
闲活动中心，占地面积２０亩，预计总投资２００万
元，规划建设群众文化表演舞台、５０００平方米休
闲广场、多功能放映厅、篮球场等配套设施，建成
后将丰富当地群众的业余文化体育生活。
【淮阴区开出首张“营改增”生活服务业发票】 ５
月１日零点２３分，全区“营改增”首张增值税发票
在格林豪泰宾馆（凤凰台店）开出。这是一张号码
为３２００１５４３２０、受票方为上海智握网络科技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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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项目为住宿服务、税率为６％、价税合计为
１４４ ００元的三联式增值税普通发票。区委常委吴
国飞，区国税局、地税局、财政局主要负责人及第
三方技术服务单位相关人员等在现场共同见证这
一时刻。这张住宿服务费发票的成功开具，标志
着淮阴区全面推行“营改增”试点工作取得阶段性
成果，标志着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在
淮阴区正式实施。
【江苏省老年人体育节淮阴区启动仪式暨淮阴区
老年人乒乓球比赛】 ５月８日，由淮阴区老干部
局、体育总会、老年体协联合举办的江苏省老年人
体育节淮阴区启动仪式暨淮阴区老年人乒乓球比
赛在训练中心二楼举行。区委常委、组织部长李尚
武出席活动并致辞。他要求区老干部局、区体育总
会、老年体协等相关单位，要围绕“自觉参与健身，
共享健康快乐”的活动主题，把老年人体育节系列
活动组织好吸引更多的老年朋友参与到这项活动
中来，让更多的老年朋友从体育节活动中收获健康
和欢乐，掀起老年人积极参与全民健身的新热潮。
【全市军民共建现场会】 ５月１３日上午，由市双
拥办组织的全市军民共建现场会在淮阴区举行，
区领导刘军洲、乐翔及全市各县区双拥工作负责
人参加活动。与会人员首先参观军民共建少年军
校示范点淮阴师范学院第二附属小学，二附小师
生开展应急疏散演练，达到预期效果。随后，大家
还到军民共建示范点防空旅副食品基地、军民融
合信息共享示范点防空旅及社会化拥军活动示范
点市武警中队进行参观，王营镇音乐舞蹈协会为
市武警中队送去文艺表演。
【淮阴区争取４千余万元推进农业综合项目建设】
淮阴区加强与省市业务主管部门的联系，以事实
为依据，争取国家和省级农业综合开发财政资金
４４３６ ２５万元，为全区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建设提供
资金保障，促进农业增效和农业增收。２０１６年，淮
阴区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治理及省级黄河故道项目
涉及７个乡镇，重点建设高标准农田４ ６万亩；产
业化项目重点扶持畜牧业及葡萄基地等农业产
业。项目建成后项目区农业生产条件得到改善，
农业生产能力提高，项目区农民年人均增加纯收
入３００元以上。

【淮阴师范学院与淮安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签约合
作项目】 ６月３０日下午，淮阴师范学院与淮安国
家农业科技园区合作的现代农业技术与服务实践
创新基地举行签约仪式。市委副书记练月琴、淮
阴师范学院党委书记朱汉清，区领导、谢鹏等出席
签约仪式。该次合作，将在园区内建设现代农业技
术与服务实践创新基地。基地下设特色农产品开发
与深加工实训中心、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与分析检
测中心、农业物联网智能监控平台、淮安新农村电
子商务服务平台、大学生创新创业中心等功能区。
基地的建设将有利于整合淮安农业资源优势，盘活
多种资源，充分发挥协同创新中心的人才和技术优
势，助推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从而促使共
建成果不断深化、品牌不断放大、效应不断彰显
。
【淮阴区投入４４４万元支持大气污染整治工作】
淮阴区组织申报大气污染整治专项资金，支持大
气污染整治工作，提升大气质量，该次申报主要对
２０１４年度和２０１５年度完成整治任务的燃煤锅炉
和挥发性有机物治理项目予以补助，预计财政投
入４４４万元。
【淮阴区召开重点项目会办会】 ９月３０日上午，
淮阴区召开重点项目会办会，区领导朱晓波、杨
维东、陈张、李尚武及相关单位和企业负责人参
加会议。在听取时代芯存、德科码半导体和宝岛
母爱医院三项重点项目需推进事项后，区委副书
记、区长朱晓波要求：讲责任，三项重点项目落户
到淮阴区是淮阴区的光荣，同时也是淮阴区的责
任，工商、安监等涉及到的各部门、各乡镇要围绕
项目，履行好相关职责；加快进度，通过细化举
措，切实加快推进工程进展；勇于担当，项目推进
过程中涉及到的部门尤其是牵头部门要勇于承
担，细化责任，同时要加强部门之间的合作；解放
思想，要为来淮投资的客商提供便利通道，做好
源头统筹，遇到问题要及时提出，及时上报；做
好督查，督查室要做好相关督查工作，避免责任
推诿。会上，淮阴区委常委、组织部长李尚武就
时代芯存变相存储器项目、德科码半导体和宝
岛母爱医院需要协调事项与各责任部门进行
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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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２０１６年淮阴区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完成情况
类别项目名称序号 主要内容 完成情况 责任单位 协办单位

一 提升公共
出行能力

１

建成区公共交通服务中心，实
现城市公交、镇村公交无缝对
接；优化城区交通线路５条，
力争开通２个乡镇镇村公交

已建成区公共交通服务中心；
已完成３０１ 路、游５ 线、３３
路、９３路、１０１路、１１１路、１１７
路城区公交线路的优化与延
伸；老张集、南陈集镇村公交
已开通

交通运输局

发改委
国土分局
规划分局
住建局
财政局
相关乡镇

２

实施城乡畅通工程，提升改造
双和村铁路道口，开工建设北
京北路和淮海北路延伸（过
铁路）工程，建成通车银川路
北延、北京西路西延和运南第
二通道

银川路北延、北京西路西延、
运南第二通道已建成通车；双
和村铁路道口正在进行主体
施工；北京北路延伸（过铁
路）主体完成；淮海北路延伸
（过铁路）工程正在进行桩基
施工

住建局
交通运输局

规划分局
国土分局
相关乡镇

３
新改建农村公路５０公里、公
路桥梁１０ 座、小型桥梁
１００座

新改建农村公路９５公里，公
路桥梁建成２７座；小型桥梁
已开工１２０座，完成１０５座

交通运输局
水利局

财政局
相关乡镇

二 加快实施
“两水”工程

４
开工建设淮沭河水厂二期；推
进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让９万
农村居民用上优质自来水

淮沭河水厂二期已开工建设；
凌桥乡、吴城镇、码头镇９． １４
万农村居民用上优质自来水

住建局
水利局

财政局
相关乡镇

５ 开工建设东城污水处理厂，新
建污水管网１５公里

东城污水处理厂开工建设，新
建城区污水管网１５． １３５公里 住建局

国土分局
规划分局
环保局
高新区
财政局

三 整治提升
城区环境

６
对１０个３０万平方米老旧小
区按基本型、改善型、提升型
进行分类改造

对２０个老旧小区实施综合整
治，改造面积３０万平方米 住建局

城管局
规划分局
公安分局
环保局
财政局
消防大队

７ 新建２个“绿色小客厅”，新
增城市绿化面积４０万平方米

新建金润城东侧小游园和淮
海北路盐河桥小游园，实施古
淮河自行车文化运动公园、宁
连路绿化提升改造、盐河风光
带绿化提升改造、淮河东路美
化绿化提升改造等项目，全区
新增城市绿化面积４５万平
方米

住建局
规划分局
国土分局
高新区
王营镇

８

实施淮阴师范学院东地块等
棚户区（危旧房）改造项目；
当年开工建设或公开采购安
置房５０万平方米以上，竣工
交付５０万平方米以上

启动实施原计生委地块、淮阴
卫校地块、老汽车北站地块、
香港路西Ｃ地块、成大公司
宿舍及周边地块、农机局地
块、淮阴师范学院东地块等旧
城改造项目，总户数６５５户，
已签约５８６户；当年开工建设
和公开采购安置房１１０． １万
平方米，已交付安置房５３． ４
万平方米，超额完成任务

住建局
安置办
高新区

现代商贸流通
管理服务中心
资产公司

征收办
规划分局
国土分局
供电营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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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类别项目名称序号 主要内容 完成情况 责任单位 协办单位

三 整治提升
城区环境 ９ 整治改善１０条后街背巷 已完成 城管局

住建局
高新区
王营镇

四 全力打造
美丽乡村

１０

实施乡镇全民健身工程，在６
个乡镇分别建立面积２０００平
方米以上，含１片标准灯光篮
球场、２个室外乒乓球台、１条
２０件器材的健身路径以及其
它场地的多功能运动场

分别在王营镇、南陈集镇、王
兴镇、吴集镇、新渡乡、凌桥乡
建设多功能运动场，健身器材
全部安装到位。

体育局
财政局
规划分局
住建局

１１
实施村庄环境改善提升活动，
重点开展２６个行政村覆盖拉
网式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２６个行政村新建污水管网
６７． １公里、垃圾房１４８０座、
垃圾转运站４５个、微动力污
水处理设施１４座

环保局
住建局
城管局
财政局
相关乡镇

１２
启动建设燃气“镇镇通”工
程，年内完成５个乡镇进村
入户

棉花庄、新渡、袁集、老张集已
管输通气，徐溜临时气化站已
建成

住建局 相关乡镇

１３ 疏浚整治区乡河道４５条、村
庄河塘１９１个 已全部完成，并通过市级验收 水利局 财政局

相关乡镇

五 完善便民
服务体系

１４ 开工建设淮阴人民医院 淮阴人民医院已开工建设，试
桩结束 卫计委

规划分局
国土分局
发改委等

１５ 新增城区公共停车泊位３００
个以上

新增婚纱城楼顶公共停车泊
位３２０个，提档升级淮海路盐
河桥停车场，增设栏杆、岗亭、
监控等相关设备

城管局

财政局
公安分局
规划分局
住建局
国土分局

１６ 建成４个电梯应急救援网格，
覆盖全区乘用梯范围

开通以承德路和长江路十字
相交相成的４个电梯应急救
援平台，覆盖全区乘用梯范
围，全年处置应急事件１４６起

市场监督
管理局

财政局
住建局
王营镇

１７

进一步扩大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团队覆盖率，以户为单位签
约服务率达到５０％；推进城
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
规范实施１２类４５项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项目

已建立１０９个家庭医生团队，
签约率５５． ７５％；推进城乡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规范
实施１２类４５项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项目

卫计委
财政局
人社局
物价局
民政局

１８

所有乡镇启动实施“村村亮”
工程，农村监控实现“村村
到”，改善夜间出行条件，提
升群众安全感

“村村亮”工程所有乡镇已启
动，农村监控“村村到”２３７处
点位施工完成

各乡镇
公安分局

交通运输局
住建局

供电营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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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丰富提升
教育资源

１９

建成银川路实验小学、东城开
明中学、长征小学幼儿园、淮
阴师范学院附属实验学校；开
工建设明泽外国语学校、渔沟
实验学校、东方双语小学部和
清华国际中小学校；按省优质
园标准，新改扩建新北城实验
小学幼儿园等３所公办幼
儿园

银川路实验小学、东城开明中
学、长征小学幼儿园已交付使
用；明泽（天山）外国语、渔沟
实验学校主体即将封顶；清华
国际中小学校工程桩完成
９０％；按省优质园标准，新建
长征小学幼儿园、银川路实验
小学幼儿园，改造徐溜镇第二
幼儿园。东方双语小学部设
计方案正在等市规委会批复，
２０１７年开工建设；淮阴师范
学院附属实验学校正在结合
棚户区改造进行重新规划设
计，预计２０１８年开工建设

教育局
财政局
高新区
王营镇
渔沟镇

２０
推动省内１０所名校结对帮扶
区内１０所学校，实现教师教
干免费培训“全覆盖”

南京市滨江幼儿园结对丁集
中心幼儿园、南京市第三幼儿
园结对三树中心幼儿园、南通
市实验小学结对韩桥中心小
学、苏州园区星海小学结对老
张集中心小学、南通启秀中学
结对刘老庄中学、常州湖塘实
验中学结对凌桥中学、常州星
辰实验学校结对码头中学、南
通白蒲中学结对淮海中学高
中部、常州刘国钧职业学校结
对淮阴中等专业学校、无锡市
特殊学校结对区特殊教育学
校，共开展培训３１批次，跟岗
学习１０批次，５０００多人次教
师直接受益

教育局

七 关爱帮扶
困难群体

２１

提高城乡低保标准，城市低保
标准由４９０元／月提高到５２０
元／月，农村低保标准由３７０
元／月提高到４００元／月；推进
新农合提标扩面，将新农合人
均筹资标准由４８０元提高到
５６５元

已按时完成 民政局
卫计委 财政局

２２

开展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对全
区３８３名０ ～ ６周岁残疾儿童
和６３名７ ～ １４周岁脑瘫、自
闭症残疾儿童给予为期１１个
月的康复训练救助

实施０ ～ ６岁残疾儿童康复训
练３９３名，７ ～ １４岁脑瘫、自
闭症儿童康复训练６５名

残联 财政局

２３ 发放扶贫小额贷款１． ４亿元
已发放扶贫小额贷款１． ７８亿
元，惠及９３２０ 余户低收入
农户

扶贫办
财政局
各金融业
银行机构
相关乡镇

２４

开展“关爱百姓健康工程”活
动，政府当年购买公共医疗服
务４０００万元，用于妇女“两
癌”筛查等特殊病种和全区
“五保”老人等困难群体就
医补

区政府印发《淮阴区“关爱百
姓健康工程”实施方案》，全
年累计购买公共医疗服务约
４７１５万元，惠民４４． １万人次

卫计委
财政局
民政局

城市资产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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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尊敬呵护
城乡老人

２５
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
准，为符合条件的城乡老人每
人每月增发１０元基础养老金

已按时完成 人社局 财政局
各乡镇

２６

建设养老服务体系，建设４个
关爱驿站，为低保家庭中６０
周岁以上的失能老人、低保家
庭和分散供养的特困对象中
８０周岁以上的老年人购买养
老服务

韩桥乡、西宋集镇、古寨乡、丁
集镇关爱驿站已建成投入运
行，为６３１名低保家庭中６０
周岁以上的失能老人、低保家
庭和分散供养的特困对象中
８０周岁以上的老年人购买养
老服务，发放服务经费２２． ０１
万元

民政局 财政局
相关乡镇

九 优化公共
文化服务

２７ 改造提升区文化馆，改扩建４
个社区文化中心

区文化馆提升改造后被文化
部评定为一级馆，高新区三
朱、新渡佟洼、丁集七一、袁集
袁北、渔沟淮河社区文化中心
完成改扩建

文广新局 财政局

２８

开展文化“四送”活动，为城
乡群众免费办展览６ 场
（次），送文艺演出１００场，送
电影１９４６场，送图书５０００册

已完成“办展览”１５场、“送演
出”１２１ 场、“送电影”２９８０
场、“送图书”２ ９８万册

文广新局 财政局
相关乡镇

２９ 建设城乡数字电视网络，提升８
万户群众数字电视收看质量 已完成 江苏有线

淮阴分公司
文广新局
相关乡镇

十 食品安全
保障工程 ３０

开展省食品安全城市创建活
动，建成占地２０００平方米的
食品安全监测中心，在全区７
个室内农贸市场、４家大型商
超建立检测站

食品安全城市创建活动有序
推进，７个室内农贸市场、４家
大型商超建成标准化快检室，
完成快速检测１ ８３万批次；
利用农科园农产品检验检测
中心平台，建设食品安全监测
中心

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各乡镇
农委
财政局
商务局

·机关事务管理·
【概况】 区机关事务管理工作围绕区委、区政府
的中心工作，按照“加强管理、优化服务、强化保
障”的要求，切实转变服务理念，不断加强队伍建
设，扎实推进各项后勤服务保障工作开展，取得良
好成效。
【资产管理】 根据中央和省市有关精神和要求，淮
阴区积极推进办公用房清理整改工作制度化、长效
化、常态化。４月和６月，根据省委巡视组及市清房
办对淮阴区党政机关执行办公用房各项规定及清
理整改情况“回头看”的要求，重点就全区办公用房
“五统一”制度进行推进落实。５月，结合办公用房
２０１４年新标准，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办公用房清
理整改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单位进一步报送本部
门办公用房整体使用情况、领导干部办公用房使用
腾退情况、办公用房租借情况等，并建立科级以上

领导干部、腾退办公用房、租借办公用房等全区办
公用房各种规范台账。７月、１１月两次组织人员对
部分机关及乡镇领导干部办公用房使用情况进行
抽查，对发现的问题及时督促整改。

公车改革信息统计培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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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机构节能】 ①抓好公共机构节能管理。加
强节能宣传工作，以公共机构节能宣传周活动为
载体，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节能宣传活动。在行
政中心电子大屏幕中滚动播放公共机构节能宣传
１０００条、印发公共机构节能宣传画册６００份；在区
电视台、区政府网、淮阴报等媒介上播放公共机构
节能视频、节能标语以及节能小常识等。②强化
日常节能管理。督促全区各级公共机构逐步建立
和完善节电、节水、节油、节气、节约办公耗材等各
项管理制度，采取切实有效的节能措施，强化节能
监管，落实节能责任，抓好节能工作。加强用能系
统和设备设施的日常巡查、维护保养和运行管理，
强化能源资源的科学使用和合理控制，降低能源
资源消耗。③建立目标考核制度。提高全区各公
共机构节能意识，自２０１６年起区公共机构节能工
作纳入全区综合目标考核体系。
【公务用车管理及改革】 推进公车改革，做好取
消公用车辆处置工作，按照程序组织４次公用车
辆拍卖，拍卖处置公车１９３辆，报废处置２５辆，车
辆资产拍卖处置净收益３００万元全部上缴财政。
做好公务出行保障工作，严格按照省市各项规定
做好应急机要等公务活动用车保障工作。推进公
车平台建设工作，按照中央和省市车改办要求，推
进公车平台建设工作，做好平台车辆调度管理，高
效保障区各项公务活动。
【服务保障】 物业服务保障　 做好设备设施维修
保养工作，坚持社会专业公司定期维护与自己动
手相结合的原则，对行政中心和审批中心空调、电
梯、消防等设施定期维保６０批次。做好设备设施
维修改造工作，对空调、水电及办公楼门窗、墙面、
地面等设施维修改造约１３００次。做好保安保洁
工作，加强对社会服务公司监管，规范运作，标准
服务，保证机关办公场所良好工作秩序和环境。

会议服务保障　 会议服务保障按照周到、细
致、热情原则，认真接待服务每一场会议，全年共
接待服务各类大小会议６５０场，实现场场无差错，
保障领导和机关各项工作高效有序运转。

餐饮服务保障　 加强对食堂承包人的监督管
理，不定期开展承包人和食堂满意度测评工作，发
现问题及时整改。加强膳食卫生和食品安全监督
检查。推进食堂改革，改变餐补补贴方式，引进竞
争机制，提高餐饮服务质量。

区政府食堂评测

·政务服务管理·
【概况】 政务服务管理工作按照省、市政府《关于
加强政务服务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的要求，推进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全力打通行政服务“最后一公
里”，各项工作稳步推进。全年累计受理各类行政
审批和便民服务事项１０ ９４万件，其中即办件
８ ３９万件，承诺件２ ５５万件，即办事项办结率保
持１００％，承诺件平均提前办结率９５ ９％。
【简政放权】 加大授权力度　 以深化集中审批作
为改革的载体，围绕省市“行政审批事项入驻率达
到９０％以上、授权行政服务中心窗口（行政审批
科）既能受理又能办理的审批事项达到９０％以
上”的目标要求，督促各行政审批部门按照“能放
尽放”“一放到底”的原则，加大对窗口授权力度，
通过授权行政审批科室（窗口）直接审核办理审批
事项，或各部门审批分管领导到窗口现场直接签
批，提升窗口现场办理能力。

优化流程　 对审批的前置条件进行再梳理。
对无法律依据的一律取消，共取消各类前置条件
２５项。对审批中涉及到的国土、住建、消防等审批
难点和重点进行专题研究，前置条件进一步压降。
对行政审批事项服务流程进行再优化，在依法行
政的基础上，对相关环节进行并联和优化。实行
工商注册、税务、质监“三证合一”，只需要填一张
表格、一套资料，而且可以通过网上扫描申报，方
便办件群众。

三集中三到位　 实行“三集中三到位”，推动部
门科室整建制进驻。市场监管、发改、公安等涉及
行政审批的科室整建制进驻中心，做到审批不出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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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住建、消防、环保等部门的分管负责人定期到
窗口开展就地即时会办审批，授权到位率在上年基
础上提高１８％，使得窗口真正能办事、办成事。
【创新服务】 联合服务　 按照“三少一短”（盖章
最少、收费最少、申报材料最少，审批流程最短）要
求，修订《联合审批、勘察、验收等暂行办法》，使窗
口服务更加规范高效。同时采取定期和不定期走
访项目现场的办法，主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全
年组织相关窗口上门联合服务４９次。召集国土、住
建窗口为投资１０亿元的中业慧谷淮阴软件园联合
服务２次，为其土地、房产抵押进行联合会办，一个
工作日内帮助其做好一切手续的申报和审批。

重大项目服务专窗　 在一楼大厅设立重大项
目服务专窗，为全区所有重大项目提供“专窗受
理、专有时限、专属流程”的“三专”式贵宾服务，重
大项目实现一窗式受理、一车式踏勘、一站式审
批。坚持每月都联系跟踪重点项目一次，了解项
目审批进度、审批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将问题进行
整理，通过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审协调，帮助解决难
题，共召开会审协调会１１次，对投资１３０亿ＡＭＴ
时代芯存相变存储器、投资１２ ５亿元淮江科技等
重大项目纳入并联审批绿色通道，特事特办。
【行政服务平台建设】 便民服务中心建设　 出台
《关于加强淮阴区镇（村）级便民服务中心（站）建
设的实施意见》，镇级便民中心实行集中办公服务
模式。全区２１个乡镇全部建成便民服务中心，绝
大多数村建成便民服务站，三级便民服务网络的
建立，有效为基层开展便民服务。刘老庄、王营镇
等便民服务中心的建设水平得到市政务办的
肯定。

行政服务标准化建设　 按照创建国家级行政
服务标准化示范点的新要求，全力将行政服务中
心建成国家行政服务标准化精品展示基地、实践
验证基地、创新研究基地。建立并全面推行服务
通用基础标准、服务提供标准、服务保障标准三大
体系，３０５项标准的行政服务标准化体系，做到岗
岗有标准、步步有规范。在进驻办事大厅的２２０
项事项中，有８０％的事项办理时限得到压缩。１０
月１３日，通过国家级行政服务标准化验收。

行政权力网上运行　 制定并出台《全区行政
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管理（暂行）办法》，对各部
门的行政权力工作提出规范性要求。主动联系市
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对区直部门系统操作人员

进行为期半天的培训。将行政权力运行监察平台
连线各主要领导，行政权力平台管理部门建立每
日巡查工作机制、不定时现场抽查机制，分析数据
情况，要求有关行政权力部门对问题做出解释说
明，限时整改；建立行政权力平台运行通报机制，
每两周对全区行政权力平台运行情况进行通报，
营造监督氛围。办件录入率同比增长１２％。
【服务标准化管理】 办事公开化　 通过印制明白
卡、建《公开栏》、电子显示屏、触摸屏和网站等形
式，将行政审批（服务）项目、该项目承办部门、审
批依据、申报材料、办理程序、承诺时限、收费依
据、办理结果、承办责任人及其联系方式等进行
“九公开”。在服务窗口全面推行首问负责制、服
务承诺制、即时办理制、限时办结制、全程代办制、
联审联办制、一次性告知制、绩效考核制和责任追
究制。同时，还制定窗口无缺位制度、考勤制度、
例会制度、值日制度、安全制度、窗口工作人员行
为规则和学习培训制度等一系列管理制度。

考核常态化　 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强
化对服务窗口的现场管理。坚持每天“四考勤、四
巡视”，不断完善日检查、月考核、年总评的考核体
系，在办事大厅安装指纹考勤机和相关监控设备，
实时监督服务窗口的工作纪律和服务情况，及时
纠正违规违纪现象，确保行政服务工作正常运转
和服务窗口的良好形象。并对项目进驻大厅办理
情况、窗口办件数量、业务人员进驻大厅办公情
况、窗口工作人员上班考勤情况、遵守纪律情况进
行督办通报。全年接受群众评议８５００人次，群众
满意率为９８％以上。评选红旗窗口１００次，服务
标兵４名，服务先进个人２００人次，有６个窗口收
到锦旗１０面。

·信　 访·
【概况】 淮阴区在全国“两会”期间和十八届六中
全会期间、省党代会期间实现赴京上访零登记，赴
省访、赴京非访数量比上年分别下降６４％和
９２ ８％。组织开展不稳定因素排查化解工作，全年
排查各类矛盾纠纷９４２件、化解８７９件。推动区领
导接访下访，全年接待到访群众５８４批、１２４１人次，
交办的４８１件信访问题全部按期办结。实行信访积
案领导包案制，全年化解信访积案１４件。
【法治信访】 推进法定途径分类处理信访投诉请
求工作，形成环保、国土等２４个领域５７６个信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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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类别，各单位依据信访类别解决群众合理诉
求，做法获省、市信访局肯定。

政协淮阴区委员会
【全体委员会议】 ２０１６年２月１日至３日，政协
淮阴区第九届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在淮阴城区举
行。会议听取和讨论中共淮阴区委书记在区政协
九届五次会议上的讲话；听取和审议政协淮安市
淮阴区第九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听取
和审议政协淮安市淮阴区第九届委员会常务委员
会关于九届四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
列席淮阴区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
听取并讨论区政府工作报告及其他有关报告；协
商通过区政协九届五次会议决议。【常务委员会
会议】 九届二十六次常委会议 　３月２９日，政协淮
阴区第九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召开第二十六次会
议，区政协主席葛志胜，副主席赵欣、张植林，
秘书长纪家龙及政协常委出席会议，区委常委、
区政府党组成员万旭东应邀出席会议，政府办、
商务局的负责人参加会议。会议专题学习全国两
会精神，听取讨论区政府关于商务工作的情况通
报，协商通过政协常委参加政协２０１６年调研工作的
计划。

九届二十七次常委会议　 ５月２７日，政协淮
阴区第九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召开第二十七次会
议，区政协主席葛志胜，副主席张在明、赵欣、张植
林、朱靖军、郑静，秘书长纪家龙及政协常委出席
会议，副区长张春荣应邀出席会议，政府办、市场
监督管理局的负责人参加会议。会议专题学习淮
安市委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实施办
法相关内容，听取讨论区政府关于市场监管工作
情况通报，听取讨论区政协办关于新型城镇化建
设的调研报告，协商通过有关人事任免。

九届二十八次常委会议　 ８月２３日，政协淮
阴区第九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召开第二十八次会
议，区政协主席葛志胜，副主席张在明、赵欣、张植
林、朱靖军、郑静，秘书长纪家龙及政协常委出席
会议，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区政府党组成员吴
国飞应邀出席会议，区政府办、发改委、财政局的
负责人参加会议。会议听取讨论区政府关于上半
年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和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
通报，专题学习区党代会精神，听取讨论区政协经

科委关于淮安盐化新材料产业园淮阴园区项目建
设情况的调研报告，听取讨论区政协学宣文史委
关于加强涉农资金管理的调研报告。

九届二十九次常委会议　 １２月２８日，政协淮
阴区第九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召开第二十九次会
议，区政协主席葛志胜，副主席张在明、张植林、朱
靖军、郑静，党组成员李娟，秘书长纪家龙及政协常
委出席会议，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陈张应邀出席
会议，区政府办、农委、环保局、商务局的负责人参
加会议。会议听取讨论区政府２０１６年办实事项目
完成情况及２０１７年办实事项目计划的通报，听取讨
论区政协文卫法制委关于养殖业面源污染防治情
况、提案委关于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情况的调研报
告，协商通过区政协２０１７年工作计划（草案），协商
通过关于召开区政协十届一次会议的有关事项。
【重点调研工作】 区政协围绕新型城镇化建设、养
殖业污染防治、计生工作、农村文化建设等１５项群
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展开调研，１５项调研全部形
成书面调研材料，汇报给区委、区政府；此外，区委、
区政府在一些重大事项决定、决策前，也会安排政
协开展专题调研。全年开展关于教育精准扶贫、大
运河遗产地的保护与开发等专题调研。由政协主
席直接牵头，按调研内容分为几个专题调研组，由
政协副主席带领机关全体人员参与调研，所形成的
调研报告直接提交区委区政府党政联席会专题协
商讨论，讨论的结果直接转化成决定执行。
【服务中心工作】 按照区委的安排，区政协通过担
任片区乡镇巡查等方式，直接参与各条线和片区经
济社会建设。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深入实际，调
查研究，分类指导，各项分管工作均取得显著成效。
围绕项目招引和建设，依靠项目打基础、扩体量、提
质效、促转型的工作思路，政协领导投身项目招引
与推进，牵头区人民医院异地新建的前期工作，带
领部分乡镇、部门负责人多次赴昆山、深圳等地招
引项目，并牵头做好协调会办工作。
【专题协商工作】 区政协坚持把专题协商作为履
行职能的重点工作之一，有效发挥政协专委会协
商平台的作用。分别听取人社局、法院、检察院等
部门工作情况汇报，与商务局、环保局、住建局等
部门开展联合调研等形式开展对口协商，先后围
绕农村电商发展、养殖业污染面源防治等议题与
相关单位和部门进行对口协商讨论，为有关单位
和部门的决策提供参考意见，发挥专门协商机构

３７１党政机关·人民团体　



和重要协商渠道作用。
【提案办理工作】 区政协通过“面对面”协商座
谈、现场办理、“二次办理”、绩效评议等多种形式，
加大提案办理力度，提高办理实效。内容涵盖医
疗卫生、生态环境、农民增收、教育公平和社会养
老等各个方面，真实反映人民群众对加快经济发
展、提升生活质量的迫切愿望和要求，提出许多解
决问题的真知灼见，为政府科学决策提供重要参
考。政协提案已成为反映群众诉求的重要渠道，
截至年底，共收到委员提案１０５件，委员对提案办
理工作满意率和基本满意率达９９ ０５％。
【外宣交流工作】 区政协围绕运河遗产地开发，
先后赴浙江、山东等地，考察与韩信有关的历史遗
迹，推进与韩信纪念地之间的文化交流。引导区
文史爱好者围绕运河文化、语系方言、民俗风情等
课题进行深入研究，发表大量研究成果。利用报
纸、电视、互联网等媒体，在《人民政协报》《江苏政
协》《淮安政协》、人民政协网等各类新闻媒体发表
新闻和文章，及时报道政协工作新经验，展示委员
履职风采，提升淮阴政协的影响力。

民主党派　 工商联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淮阴区总支部·
【概况】 简称民革淮阴区总支部。该总支围绕淮
阴“走前列，上台阶”中心工作，以思想建设为主
导，以组织活动为载体，积极投身地方经济社会建
设，总支的整体素质得到进一步提高，参政议政作
用得到充分发挥。
【思想建设】 总支组织全体党员深入开展学习中
共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
神，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视
察江苏重要讲话精神，扎实推进新发展理念和“两
个率先”宣讲，认识其丰富内涵，不断提升党员参
政党意识和正确的是非观、义利观、荣辱观，增强
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引导党员把个人价
值追求融入民族振兴、国家发展之中。
【组织建设】 保障组织活动的正常开展，总支将
双月第三个星期天确定为固定学习活动时间，并
坚持实施。通过学习讨论，在统一思想、明确认识
的同时，增强支部党员的政治鉴别力，保持旺盛的
学习热情，保证组织活动的规范化、制度化和上级

精神的及时传达。充分发挥基层组织桥梁纽带作
用。和兄弟党派开展联谊活动，增进互动。清明
节前夕，总支组织全体党员赴浙江宁波邵力子故
居和鲁迅故居参观学习，弘扬革命进步和爱国主
义精神，增强党员的历史使命感和民族责任心。
在发展新党员工作中，总支坚持把好入口关，协助
民革市委抓好培训关。全年推荐两名新党员列入
组织考察范围。
【参政议政】 年初市政协会议上，总支委员提交
提案４件，在区“两会”上，提交区政协大会发言，
并提出涉及地方社会经济生活热点及与群众密切
相关问题的代表建议、委员提案９件，其中一件提
案获得优秀提案表彰。积极参与配合区统战部组
织的“季季谈”活动，在认真准备调研的基础上，坚
持按照主题，深入调研，提出建设性建议。
·中国民主同盟淮阴区委员会·

【概况】 简称民盟淮阴区委。带领盟员发挥民主
党派参政职能，关注民生，关心地方经济发展，撰
写多篇调研文章、提案，多件被市区两级政协政府
采纳或跟踪督办。多名盟员被民盟淮安市委表
彰，在民盟江苏省委活力基层组织建设年活动中
成绩显著，连续两年被民盟淮安市委评为先进基
层组织。６月，在纪念民盟江苏省委成立６０周年
活动中，淮阴区基层委员会被民盟江苏省委表彰
为先进集体，２名盟员被评为先进个人。
【参政议政】 增强盟员参政党意识，引导盟员关
心发展大局，关注社会民生，培养盟员履行参政党
成员职责的自觉性。在履行议政建言职能时，围
绕淮阴区委、区政府的中心工作，整合组织内资
源，务实求新。积极筹备政协会上的大会发言和
提案，并进行专门部署，调研报告《关于推进淮阴
区文化产业发展的建议》定为区政协九届四次会
议大会发言材料。民盟政协委员积极撰写提案，
在市、区的政协会议上，盟员大会发言《大力发展
高效农业》获一等奖，《建议构建淮安市现代农业
服务体系》被市政协表彰为优秀提案，《关于优化
卫生资源配置，缓解住院难的建议》等提案获得表
彰，提案质量、数量上均有所提高，参政议政工作
得到社会各界认可。完成盟市委安排的《关于促
进居民消费的财税政策研究》《关于建立和完善弱
势群体社会救助体系》调研课题。
【社会服务】 开展社会服务工作，“六一”儿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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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部分盟员赴儿童福利院慰问残疾儿童，并给
他们带去慰问品。重阳节开展老盟员走访慰问活
动。盟员在社会上开展多项公益活动，推广淮阴
中专盟员教育上的好做法，开办水墨气象———冯
加新作品展，开展心理咨询活动等。
【组织活动】 响应民盟江苏省委开展的“活力基
层组织建设年活动”，３月，组织全体盟员参观调
研淮阴区国家级农科园，让大家更多了解全区农
业发展的新亮点，切实感受淮阴经济发展的新变
化。６月，组织骨干盟员到盟员企业调研，为企业
发展和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和解决方案。８月，
组织全体盟员到台儿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学习，
了解抗战烈士的英勇事迹，增强大家爱国强国的
使命感。重阳节期间，盟区委主要负责人一起看
望退离休老同志，并向老同志们介绍全区经济社
会发展情况和城乡建设发生的变化。１０月，邀请
市盟文化支部到淮阴开展交流活动，学习其好的
工作经验和方法，参观母爱公园。参与市委统战
部组织的实现淮安经济跨越式发展活动，在渔沟
镇建立专家工作站，多次组织专家现场授课，解答
疑难问题，帮助该镇杨庙村发展新型高效农业，帮
助企业解决在生产和流通方面存在的困难和问
题，为企业带来经济和社会效益。
·中国民主建国会淮阴区基层委员会·
【概况】 简称民建淮阴区委。年内，民建总支换
届并成立基层委员会，全年带领广大会员认真履
行参政职能，不断加强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开展
各项活动，较好地完成各项任务。被民建市委评
为先进基层委员会。
【思想建设】 通过召开基层委员会专题会议、月例
会等形式组织会员进行集中学习。５月，在基层委
员会一届一次会议上，传达马培华常务副主席在民
建全国基层组织主委培训班开班式上作的《弘扬改
革创新的时代精神　 扎实推进基层组织建设》的讲
话精神、中央统战工作会议精神和统战工作条例；
会议还邀请全国优秀支部北京朝阳区四支部主委
就如何提高参政议政、社会服务能力为与会人员作
培训讲座。利用每月一次的工作例会，组织会员学
习党的十八大、十八届六中全会、Ｇ２０峰会和民建中
央相关文件精神。同时，继续完善网络沟通平台，
突破开会学习的局限性，结合淮安民建微信公众
号、淮阴民建微信群、ＱＱ群等通讯平台，将党中央

会议精神、政治理论学习文章，优秀社情民意、时政
要闻等重要信息等即时共享并交流，以面对面交流
与线对线相结合的方式提升理论政治学习的效率、
效果。通过召开座谈会、征文活动等形式，丰富会
务活动内容，增强思想教育效果，广大会员爱党爱
会的思想境界得以提升。
【组织建设】 换届工作　 年初，根据民建市委要
求，全市４个支部换届完毕。换届中，一批年轻会
员进入支部班子，为支部活动注入新的活力。换
届后，各支部都能根据自身特点，挖掘潜力，在参
政议政、社会服务中发挥作用。４月，总支换届完
成并提格成立基层委员会。

制度建设　 结合民建市委年度考核细则，加
强基层支部制度化、规范化建设，通过交流学习和
组织讨论制订关于“支部工作”“对外宣传工作”
等有利于各项工作规范化运行的规章制度，使支
部各项工作的开展有章可循。为加强对支部的指
导，明确支部会务活动每次必须确保一名副主委
以上负责人到会参加。同时，还建立班子成员与
会员企业对口联系制度，以实际行动为会员企业
做好服务。

组织生活　 多次组织会员到江苏纽泰格、三
江运输、翔和翎物流等会员企业参观考察。５月，
邀请国税局负责人为会员企业举行“营改增”政策
专题培训；６月，邀请政协负责人到会员企业指导
工作；教师节当天，赴淮阴师范学院开展慰问教师
活动。植树节期间，组织会员开展义务植树活动，
清明节到八十二烈士陵园祭扫，端午节组织会员
开展掼蛋比赛，通过活动加强会员的联系交流，促
进会员企业的合作。鼓励各支部在本区、外区、外
市乃至外省开展结对联谊交流活动，各支部都与
清河区、清浦区、淮安区的支部结对挂钩，二支部
与北京朝阳区四支部，三支部与大连甘井子区六
支部缔结友好支部，参加北京回龙观支部、黑龙江
齐齐哈尔铁锋支部、宿迁支部主委到淮安的座谈
交流活动，学习经验开拓视野。
【参政议政】 民建淮阴区基层委员会有会员７２
名，其中市政协委员２名、区政协委员９名、区政
协常委２名、区人大代表１名。发挥自身特色和
优势，要求会员深入调查研究，踊跃反映社情民
意，报送宣传信息。会员围绕社会管理、民生实
事、城市建设等方面提交政协提案３篇，总支提交
的《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的几点建议》在区政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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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上作大会发言。全年向市委会报送社情民意
数量达到４３篇，其中《建议取消灌溉水费实行农
业水费政府补贴》《危险品运输行业亟待改善》
《通过市场化改革增强粮食市场活力》《关于明确
饮用水源地二级保护区从事围网、网箱养殖执法
部门的建议》等４篇社情民意被民建省委会采用。
民建淮阴区委以提升知名度为己任，高度重视宣
传工作，不断扩大宣传工作范围，提高宣传质量，
通过各种途径宣传履职活动、经验和成果。向市
委会报送基层委员会新闻稿件１１篇，被省级网站
采用２篇，包括民建二支部撰写的《七十年，伟大
的中国梦》在内的２篇稿件被民建中央网站采用。
【社会服务】 调动会员积极性，凝聚社会服务合
力，集中资源优势，全力打造“爱心助学”“爱心助
贫”“爱心义诊”等社会服务品牌。４月，组织会员
参加民建市委主办的助力自闭症儿童关爱行动。
儿童节前夕，在会员中募集１ ２万元组织开展“关
爱贫困　 梦圆六一”的爱心助学活动，为贫困学生
送去节日礼物；“国家扶贫日”前夕，一支部结对一
院支部赴韩桥乡３个贫困家庭为４名贫困儿童送
上价值７００多元的书包文具等学习用品和１５００
元的慰问金。重阳节当天，三支部为城区８家三
无老人送温暖，挨家挨户访问，并送上油、蜂蜜等
生活用品。市一院支部发挥自身优势走进社区开
展专家义诊活动两场，参加活动居民达８００多人
次；翔和翎物流启动“物流人才培训”，为大学生创
业提供帮助。
·中国民主促进会淮阴区总支部·
【概况】 简称民进淮阴区总支。该总支带领会员
认真履行参政职能，不断加强思想建设、组织建
设，开展各项活动，较好完成各项任务，顺利完成
总支换届。
【思想建设】 打造“学习———实践型”组织，组织
开展多种形式的培训和研讨，通过个人自学、分组
学习、撰写心得体会等形式，认真开展学习活动，
提高会员的思想政治觉悟。学习中共十八届三
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及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讲话精神，学习会章会史及新时期统战理论知
识，还就严隽琪主席在民进全国参政议政工作会
议上的讲话围绕《加强参政议政能力建设》主题，
展开专题讨论，参与区委统战部组织的“季季谈”
活动，为地方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积极建言献策。

通过学习讨论，切实提高以党为师、与党同心同行
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自觉与习近平为核心的
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自身建设】 高度重视会员作风建设，以作风促
会风，以会员个人能力素质的提高推动淮阴民进
整体形象水平的提升。会员以自身的努力，塑造
良好的参政党形象，受到各所在单位的赞誉。其
中王营支部会员深入一线搞好教研调查，指导教
师努力提高课堂教学效益与质量，为淮阴区的基
础教育做出贡献；教师进修学校支部会员指导学
生参加第九届“中国国际青少年文化艺术盛典”花
儿风采电视才艺大赛荣获全国总决赛器乐类特等
奖，其本人获“最佳指导奖”。淮州中学支部民进
会员获得区师德与专业示范先进个人等荣誉；区
文化馆民进会员吴自标潜心钻研书法篆刻艺术，
其作品被收入“全国中青年篆刻名家邀请展”《得
意之作》一书中，并在全国第十一届艺术节中
展出。
【参政议政】 从贴近百姓生活、事关群众利益的
细处入手建言献策；通过人大、政协会议途径进行
参政议政，撰写多篇社情民意、提案、调研论文等
上报市委会。其中，教师进修学校支部１名会员
在国家级媒体发表理论调研宣传文章４０篇，在
《人民日报》发表《快递包装应出台国家标准（建
议）》，《人民政协报》发表《让我们拧成一股绳》及
《城市健康发展亟须物业管理规范》，《团结报》发
表《大力优化非中共干部培养与成长路径》，《经济
日报》发表《餐厨废弃物不能成污染源》《强制消
费让旅游变了味》等；王营支部１名会员撰写的
《关于加强淮阴区经济薄弱村党组织建设的建议》
《关于关爱淮阴区弱势群体的建议》被九届淮阴区
政协评为优秀提案。
【立足本职】 教育引导会员争做优秀民进人，敬
业爱岗，无私奉献，为民进增光添彩。全体会员坚
持“双岗”建功，除参加会里的各项活动，在各自的
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乐于奉献。王营支部分别
于５月１９日、５月２６日组织会员送教下基层活动
两次。淮州中学支部１名会员积极参与淮安民进
开明书画院、区文广新局以及区文化馆组织的文
化艺术公益活动。
·中国农工民主党淮阴区支部·

【概况】 简称农工党淮阴区支部。年内召开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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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会议，通过吸收３名新党员的决定，在及时向
市委会申请报批后，获得批准。在区政协、人大换
届期间积极推荐人选，有６名党员成为淮阴区新
一届政协委员、２名党员成为区人大代表，另外共
推荐市政协委员１名、市人大代表２名。
【思想教育】 组织支部党员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学习实践活动。贯彻落实农工党中央提出的在
全党开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实践
活动的决定和要求。围绕市委会指示精神，结合
支部自身实际，深入领会市委会精神，认真组织支
部成员开展学习实践活动。３月，组织全体党员学
习市委会关于开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学习实践活动精神两次。在组织党员会议讨论学
习的基础上，还通过ＱＱ网络农工民主党淮阴区支
部群进行网络学习交流。６月，开展“学党章、学
党史，做好农工人”系列学习活动。通过交流学
习，全体支部党员基本把握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学习实践活动内容的精神实质，坚定全
体党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方向的思想政治意识，明确参政议政工作
的方向。
【参政议政】 支部围绕３个课题进行社会调研工
作，通过深入调查研究，调研形成调研报告３篇，即
《关于社会保险费征缴的调研建议》《支持科技型中
小企业发展》《城乡全面实施“家庭医生”制度和签
约服务模式》。全年共上报新闻信息１２篇，其中市
委会采用１０篇。向市委上报社情民意１６份。
【社会服务活动】 年内组织开展健康知识讲座３
次，向市民宣传糖尿病防治、幼儿保健知识等。７
月，组织党员到王兴镇敬老院开展敬老健康行送
温暖活动，该活动包含送健康清洁礼物、健康检
查、义诊、以及健康知识讲座等，受到省电视台、市
电视台、《新华日报》《淮安日报》等多家省市级媒
体报道。
【党员活动】 ３月，组织支部党员姚静参加市委
会组织的三八户外拓展训练一次。５月，组织８名
党员参加市委会组织的宣讲团活动。５月中旬，组
织１０名党员参加市委会组织的“健康行———大运
河健步走”活动。７月，邀请市委副主委、秘书长
孙悦到棉花庄乡开展“三农”调研活动。１０月，参
加中共淮阴区委组织的“庆国庆”荧光夜跑活动。
期间组织党员参加市委会培训两次。在市委会第
七次代表大会期间委派１名党员为大会提供会务

服务。在市委七大召开后，专门组织党员开展学
习朱爱华主委七大会议精神讨论会。

·九三学社淮阴区委员会·
【概况】 九三学社淮阴区委员会履行好政治协
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等职能，发扬无私奉献的
精神，立足岗位，为淮阴的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做出
贡献。
【思想建设】 加强基层组织的思想建设，组织社
员以各种方式学习中共十八大和十八届四中、五
中、六中全会精神，学习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习近平系列讲话精神，始终和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保持一致。
【参政议政】 在政协淮安市七届五次会议期间，１
名社员提案《关于规范我市患者外转就医的建议》
《关于将市一院周边公交站台名称统一改为市一
院站的建议》《关于整修延安东路（承德南路至八
亭桥段）的建议》；在区政协九届五次会议期间，１
名社员代表九三学社淮阴区委员会作《关于农村
有线电视网络的调研建议》的大会发言；１名社员
提案《建设淮安综合大市场的两点建议》获区政协
优秀提案表彰。年内，向区政协会议提交的提案
有：《建议解决去行政服务中心停车难问题》《缩小
城区小学办学规模，还学生活动空间》《关于“漂母
杯”散文诗歌大赛和“韩信杯”象棋名人赛的建
议》《关于文艺团体进校园推动校园文化建设的建
议》《关于在社区居民中普及急救知识的建议》
《关注淮阴区一线教育工作者身心健康的建议》
《关于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议》。
【社会服务】 一季度，举行部分社员会议，听取社
员意见和建议，积极准备区政协会议提案内容资
料。筹备参与省课题招标工作，建议支社所属社
员参加社市委举行的各种会议及活动，撰写信息。
二季度，发展优秀社员，严格考察机制，动员更多
的社员参与九三经济论坛活动。市一院支社举行
活动，欢送１名社员率中国第１２期赴圭亚那医疗
队援外。三季度，填写社务资料汇编，通过社市委
组织的基层组织达标验收。四季度，在国际科学
和平周期间组织部分专家到渔沟卫生院义诊。召
开委员会议，准备区政协换届有关材料，评选优秀
社员。
【组织建设】 年内发展新社员３名。在社市委和
区委统战部的领导下，做好换届工作，推选６位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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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参加社市委第８次代表大会，１名社员当选为社
市委委员。推荐２名社员为区人大代表候选人，
协商提名５名社员为区政协委员候选人。推荐２
名社员为市人大代表候选人。提名３名社员为市
政协委员候选人。九三学社淮阴区委员会被九三
学社江苏省委员会评为２０１６年度思想宣传工作
先进集体。
【专家工作站工作】 按照年初工作计划，于６月
２２日、８月２０日到渔沟卫生院活动２次，活动内
容主要为义诊、查房、讲座。其中，６月２２日，内科
３０人次、外科２５人次、妇产科２０人次、儿科３０人
次，查房１０人次，培训２０人次；８月２０日，内科３５
人次、外科３０人次、妇产科２５人次、儿科３０人次，
查房１２人次，培训２５人次。年内不定期接受该
院电话咨询及会诊。
【立足本职】 １名社员被评为政协淮阴区第９届
优秀政协委员、政协淮安市第７届优秀政协委员、
九三学社江苏省委员会２０１６年度社会服务工作
先进个人。１名社员作为第１２批援助圭亚那医疗
队长，于６月率医疗队赴圭亚那执行为期一年的
援外任务，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７次报道他们的
事迹，当选为淮安市人大代表。１名社员获得公派
到日本研修资格。社员共发表论文２０篇，其中１
名社员发表ＳＣＩ论文１篇。１名社员获淮阴医院
新技术新项目引进优秀奖。１名社员《一个不愿
上学女孩的心理咨询案例分析》获区一等奖，获淮
阴区“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百场宣讲活动”先进
个人。

·工商联·
【概况】 区工商联创新工作思路，完善工作机制，
团结引导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扎实开展工作，
各项工作取得一定的成效。发展新会员１０２名。
【参政议政】 深入企业调研，撰写调研报告；引导
工商联界别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开展调查研究、
建言献策，撰写人大代表议案和政协委员提案；组
织企业和政府部门之间的沟通交流，利用政企座
谈会的平台，解决企业实际问题，并为政府经济发
展的决策上提供参考。
【光彩事业】 通过实施以“回报、帮扶、感恩”为
主题的“光彩感恩”活动，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人士
致富思源、回报社会，投身光彩事业感恩行动。全
区民营企业在融资难、效益下滑等诸多困难情况

下，不忘社会责任、困难弱势群体，响应倡议，慷慨
解囊。春节期间，开展一系列慰问帮扶活动，会员
企业先后慰问三树镇张桥村、蒋集村、梨园村等２０
个贫困户约５万元，中苏建设有限公司捐助西宋
集镇敬老院及村里部分困难户２万元，金都房地
产公司捐助贫困学生３０００元等。８月２２日，举行
“淮阴区统一战线光彩事业暨宗教慈善助学活
动”，２２名工商联会员企业捐助３４名困难大学新
生计６ ８万元。１２月２４日，工商联牵头，袁集商
会与市实小对口帮扶袁集乡桂塘小学１４名特困
生９０００余元。
【服务会员企业】 走访调研区工商联先后到商
联超市、中立方、红旗食品、润通食品、鑫缘丝绸、
天益科技、江苏文品、华祥建筑等企业，采取走、
访、看、听等形式进行调研，听取企业生产经营情
况的汇报，了解企业发展的状况、存在困难及下步
发展计划。对非公有制企业反映的困难和问题，
及时汇总并向有关部门反映，加强协调，为非公企
业排忧解难。

用工和维权服务　 鼓励会员企业参加针对下
岗职工、农村富余劳动力、大中专院校毕业生等重
点就业人群举办的招聘活动。推动企业构建和谐
劳动关系，化解矛盾，切实维护好企业和职工双方
的合法权益。

培训活动　 组织４次培训，约３００人次参加
培训。６月２２日，邀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人
分别从反不正当竞争法、广告法、商标法、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及食品安全法５个方面，结合监管查
处实例，对企业市场监管法律法规进行解读。６月
２３日，邀请区科技局负责人对企业科技项目扶持
政策进行宣讲。主要从企业的哪些项目可以称得
上是科技项目，项目是否符合扶持政策以及如何
争取上级扶持３个方面进行实务辅导。９月９日，
邀请区国税局负责人对民营企业纳税的政策及法
规进行宣讲，从预防角度出发对民营企业依法纳
税、守法经营提出合理建议。９月１０日，邀请区检
察院反贪局负责人就民营企业职务犯罪预防进行
专题培训。

企业发展大家谈　 通过举办“企业发展大家
谈”系列活动，搭建全区民营企业家互相交流、学
习和借鉴的平台，并通过邀请区领导和相关职能
部门参加座谈，实现高效沟通。
【基层商会规范化建设】 按照有牌子、有办公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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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工作制度、有年度工作计划和总结要求，强
化检查指导，激发商会活力，推动商会更好地服务
会员、服务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加快行业商会的
组建工作，促进行业商会的跨越发展。７月１８日，
新生代企业家商会成立，选举产生会长１名、副会
长１４名、理事３４名，商会会员企业６８家。
【“走出去”工作】 全年组织外出考察学习３次。
其中，赴延安进行红色革命实践教育；赴苏州无锡，
学习苏锡两地商会先进的工作经验，推动区商会工
作的健康有序发展；赴台学习当地工业园区企业先
进的生产管理理念，交流企业经营发展的经验。
【换届工作】 １１月２０日，乡镇商会换届工作结
束。１２月２９日，区工商联第六次会员代表大会召
开，参会代表１５１名，大会听取五届执委会工作报
告，选举产生六届执委８３名、常委３８名、副会长６
名、副主席１６名、主席１名、出席市联八大代表
３０名。

人民团体

·淮阴区总工会·
【概况】 全区各级工会围绕中心，服务发展、履职
尽责、奋力争先，工会各项工作取得新的成绩，为
推动全面小康淮阴建设作出贡献。全年新建工会
组织１６家，新发展会员２０８６人
【服务发展】 组织引导广大职工在经济发展第一
线建功立业。区总工会下发《开展职工科技创新
工作的意见》等文件，有针对性带领区职工参与
“中国梦·劳动美”主题实际活动，开展不同类型
的劳动竞赛，取得较好成绩。南陈集中心卫生院
护士李海丽在全国总工会举办的“全国基层卫生
岗位练兵和技能竞赛”中获社区护理一等奖。住
建局、文新区等１０个单位被市政府表彰为“工人
先锋号”。江苏天参、白玫糖业等４个单位被市政
府授予五一劳动奖状，有５人被授予五一劳动奖
章。区医院５名医务人员获“市职工科技创新成
果奖”。区总工会被评为“科技创新优秀组织单
位”。“五一”期间，在《淮阴报》、区电视台开辟专
版专栏宣传劳模先进事迹，争取和筹集资金２２万
元落实劳模各项待遇，组织６０多名劳模进行休
养，广泛开展职工文体活动。“五一”举办全区职
工篮球比赛，参加市总组织的文体活动，有２０多

名职工获奖。开展“感受书香·幸福淮阴”———女
职工素质提升工程，获全市创新奖，有３人获国家
级表彰，标兵岗、“三八”期间，对２５个“五一巾帼
标兵岗”、５９名“五一巾帼标兵”进行表彰。区法
院创建“职工书屋”，组织１万名职工参加全省“十
三五规划”知识竞赛。
【依法维权】 把握好工会维权和维稳的关系，关
注部分区域和行业职工下岗失业情况，以及可能
出现的劳动关系矛盾激化现象，到企业开展调研，
掌握基层动态，根据实际情况参与企业职工持岗、
安置、再就业等工作，维护职工队伍的稳定。强化
工资集体协商，着力打造工资协商“３６３”工程，在
骏业建设等１０个企业做好试点工作，组织培训工
资协商指导员、谈判员１４０名。完善工会劳动法
律监督机制，健全工会劳动争议处理、劳资双方
沟通协商、重大劳动争议纠纷上报、职工法律援
助、职工信访接待处理等制度，完善诉调对接等
机制，以此加强监测力度，及时排查化解矛盾纠
纷。全区２１个乡镇以及建材、机械、纺织等行业
全部签订劳动合同，同时签订女职工权益专项合
同，签约率１００％。开展普法宣传教育活动，运用
区总工会网站平台、广场咨询等方式发放普法资
料２０００份。先后４次送法进基层，全年调处劳
动争议案件４起。推进企业建立健全职代会、厂
务公开、职工董、监事会等企业民主管理制度，职
代会建制率达９５％，引导职工参与企业民主管
理，民主监督，推动企业健康发展。开展“安康
杯”竞赛活动，相关企业针对自身特点，生产实
际，有的放矢开展竞赛，区总工会及时做好部署、
指导、督查、考核工作，推动“安康杯”竞赛取得
实效。
【服务民生】 坚持以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为出发点
和落脚点，出台《２０１６年职工服务水平平台建设意
见》，推进２１个乡镇、１２个大产业系统和规模以上
企业帮扶工作提升增效，同时重点加强乡镇企业
帮扶平台建设，小企业覆盖率８０％。精准帮扶效
果明显，党员干部“一对一”结对帮扶活动中，有
１４８个特困职工家庭享受１５６名党员干部“送观
念、送政策、送技能、送信息、送资金”服务；元旦、
春节期间发放慰问金３０万元；出资７万元为１８０
名“月嫂”免费培训。拨付１５万元开展大病救助，
为９８名因病致困职工解除后顾之忧；为一线环卫
工、建筑工、交通警察等送去价值１０万元的防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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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温用品；在“金秋助学”活动中，资助上不起学的
困难职工子女１７万元，帮助他们完成学业；１２月，
为７０名困难农民送去温暖１０万元。推进职工医
疗互助保障工作，发展互济会员１ ５万多名，为
１０４位患特殊病职工发放救助金５９ ９万元。开展
女职工关爱行动，创建“爱心母婴室”“阳光心灵工
作室”，组织５００名困难女职工免费体检和“两癌”
筛查，为１５名单亲困难女职工发放救助金３万多

元，全年建成“爱心驿站”１２个。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淮阴区委员会·
【概况】 团区委召开全区乡镇团委书记工作会
议，部署全年工作目标和工作重点。按照团省委
的统一要求和部署，推动共青团基层组织建设与
发展（具体情况如下图），其中全区新建非公企业
团组织１３个。

表７ ２０１６年淮阴区共青团组织建设情况
年度

类别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５年 增减幅度（％）

基层团委数（个） ５６ １５０ － ６２． ７

基层团工委数（个） １ １ －

团总支数（个） ６２ ５３ １７． ０

团支部数（个） ４５７ ３０１ ５１． ８

团员数（人） １７６１２ ２３８５５ － ２６． ２

专职团干部数（人） ４１ １４１ － ７０． ８

兼职团干部数（人） ２１６ １２５ ７２． ８

【组织建设】 成员的吸收与发展　 根据上级团委
关于严格团员发展的相关规定，大量学生团员毕
业，且新发展团员名额有限，因而团员数比上年减
少２６ ２％。团员人数大幅度降低，使全区众多单
位基层团委和团总支因团员人数不满足相关人数
规定，下降一级为团总支和团支部；原有的部分团
支部因没有新发展团员或团员人数未达规定人数
（如初二年级），原有团组织灭失或建立联合团支
部，导致团支部比例上升为５１ ８％，团总支上升
１７％，团委数量下降６２ ７％。

非公企业及社会组织的团建工作　 开展团建
创新活动，探索加强非公有制企业和社会组织团
的建设，取得较大发展。①出台相关文件，增强非
公企业和社会组织团建的可操作性。团区委与淮
阴区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领导小组办公
室联合下发《关于在第三批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
展观活动中做好建立健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
会组织团组织工作的通知》。②以活动带动非公
企业和社会组织团建积极性。在江苏淮安双鹤药

业有限责任公司和红星美凯龙淮安瑞林商场率先
打造非公企业团建示范阵地，建立青年综合服务
阵地，指导他们开展丰富多样的有“团味”和“青年
味”的活动。③定期调研走访。不定期召开非公
企业和社会组织团建工作专题研讨交流会，总结
经验，分析情况，加大工作力度。符合建团条件的
规模以上非公企业已建团７７家，社会组织已建团
１６家。
【思想道德建设】 在中央全面从严治党和区委
“抓党建　 促发展”的背景下，在省委组织部、团省
委联合下发的《关于开展基层党建带团建“三结对
一创争”活动的意见》文件指引下，团区委深入开
展党建带团建工作，将全体工作人员的战斗力凝
聚到团的建设上来。

“三关”强党建　 ①抓好学习关，做到学而知
行。无论是区委文件，还是区委组织部、区纪委印
发的相关文件，都能做到第一时间学习，第一时间
传达，第一时间掌握精髓。②抓好思想关，做到追
求一致。把统一思想细化为对待工作的三项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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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要求部门全体人员具有“团委形象”的个人
意识、马上就办的工作作风和“一日无为，三日难
安”的工作追求。③抓好制度关，做到责戒在心。
制订团区委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监督责任清
单，并明确负责人。拟定团区委公务接待管理制
度，团区委“五项重点权力”运行规范、团区委部门
职责清单、团区委“八不准”等制度。从制度层面
明确什么不可为，什么必须为，我要怎么为。

“三步”助发展　 ①一步向前先行引领。率先
开展党的理论知识与思想认识学习，带领乡级团
组织围绕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
和团的十八大精神开展学习、研讨交流活动３次。
开展“庆七一”联系点上过党日活动，在党旗下支
部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②二步向上学教双
赢。以自身学习带动各团组织学习，在学习中交
流，在交流中完成从学习者到言传身教者的转变。
策应“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在淮阴中专学生
团员中开展“学团章团史，学优秀青年榜样，争当
优秀团员”两学一争主题教育活动；在行政中心９
楼会议室举办“青年之声·淮阴区中学中职共青
团工作大讲堂”活动；开展淮阴区“勿忘国耻·青
春同祭”主题教育活动和“不能忘却的记忆”主题
队课观摩活动。③三步升华成长不停。在学习与
引领学习的过程当中，团区委注重从基层团组织
挖掘出更多的先进人物、团体典型，向他们学习，
并更大范围的推广与宣传。围绕“奋斗的青春最
美丽”主题，举办“让青春在奋斗中闪光”———淮阴
区优秀青年事迹分享会。在主流媒体发表报道６
篇，特色活动被淮安新闻综合频道播出报道３次。
【希望工程】 “七月阳光，圆梦大学”助学工程　
７月，面向城乡低收入家庭中品学兼优并考入全日
制二类本科以上高等院校的应届全日制本科大学
生进行资助，助学金资助标准为每人４０００ ～ ５０００
元。助学工程开展１０年，累计筹集资金３３２ １万
元，提供爱心助学岗位７０个。帮助８１０名家庭贫
困学生走进大学校园。此外，淮阴团区委还联手
淮阴广电传媒为活动打造励志“大片”，内容根据
受助学子的真人真事改编，激励青少年奋发图强。

心火之家·希望来吧　 淮阴区“心火之家·
希望来吧”位于吴集镇吴集村大队部、码头镇码头
村村部，团员青年和青年志愿者在此为农民工子
女提供经常性辅导、助困志愿服务。２０１６年暑期，
淮阴团区委组织２０名受助大学生走进希望来吧，

开展为期１个月的“关爱留守儿童”助学帮扶活
动，实现爱的传递。

青春扶贫活动　 “青春扶贫活动”是共青团落
实国家扶贫开发工作决策部署的具体举措，是共
青团参与“精准扶贫”的重要载体。２０１６年，团区
委积极参与“青春扶贫活动”，整合社会资源，在助
推贫困青年就业创业、贫困中小学生成长成才方
面重点发力，联合市农商行等社会爱心资源为全
区贫困中小学生送去物资上的帮助和精神上的
鼓励。

希望工程携手“智慧树”实现家园共育“零距
离”　 全区４２所幼儿园获赠１２３台智能考勤机和
２ ４万张智能考勤卡，捐赠总价值２０６万元。“智
慧树”家长客户端，使老师、园长交流沟通更便捷，
把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结合到一起，营
造全员育人的良好氛围。

“百千万”活动　 响应市关工委、团市委联合
启动的“百千万”留守儿童关爱行动号召，联合区
关工委、淮阴师范学院团委，在全区范围内开展
“百千万”活动，在各服务点陆续增设书法、舞蹈、
剪纸、京剧等具特色教学课程，提供稳定的服务队
伍、专业的服务力量、固定的服务阵地，为处于暑
假“空档期”的留守儿童提供良好的学习、成长环
境。基本实现全区乡镇全覆盖，共计惠及留守儿
童近４０００人次。
【服务青年就业创业】 主动联系上海红星美凯龙
淮安分公司等多家公司，打通企业与青年就业“最
后一公里”，制作《“万名总经理助理见习计划”岗
位统计表》。编制《淮阴区青少年就业创业状况调
查问卷》，开展多方面主题专项调研，探索共青团
服务青年就业创业工作的有效途径。分析全区青
年就业创业现状以及需要解决的问题，对症下药，
举办“创业点亮生活，有你更加精彩”淮阴区青创
面对面创业分享会，组织全区青年创业人才成立
创业导师团并颁发聘书，为全区有志创业青年提
供指导和帮扶。
【少先队工作】 ６月，在淮阴小学举办三年级学
生成长仪式，团市委及市、区教育局分管负责人现
场观摩。联合区教育局、区广播电视台举办江苏
省少儿才艺大赛淮阴地区海选赛，展现全区少年
儿童多才多艺、快乐成长的良好风采。做好２０１６
年青少年事务社工及青年社会组织基本信息统计
工作；举办“践行核心价值观　 争做文明淮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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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中队课、“勿忘国耻·青春同祭”主题教育活
动以及“不能忘却的记忆”主题队会。开展“红领
巾寻访最美淮安人”教育实践活动，韩桥小学撰写
日记“撒播希望·收获幸福”———红领巾寻访最美
淮安人李纯平。
【志愿者工作】 “青春志愿行·温暖回家路”　 ２
月，举办“青春志愿行·温暖回家路”共青团服务
春运集中行动，组织全区３０名青年志愿者在淮安
火车站、淮安汽车北站为春节返乡农民工提供志
愿服务，活动被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播出，淮
安新闻联播进行全方位的报道。

“文明之约·荧光夜跑”活动　 １０月，团区委
带领众多青年朋友组织夜跑活动。充分运用“青
年之声”平台广泛宣传，近百人通过平台进行报名
咨询。同时，利用“青年之声”平台招募活动志愿
者３０名，并在活动现场设有“青年之声”网络报名
签到处，共有超过６００名青年跑者、健身爱好者参
与活动，发放近千份荧光手环、“青年之声”宣
传页。

构建“１ ＋ ３”模式　 促进青春扶贫行动向服务
留守儿童成长成才聚焦。“１”是团区委牵头主导，
整合资源，统一策划。“３”是青商出资源，淮阴青
年企业家出资冠名；学子出爱心，“希望工程·圆
梦助学”受助学子开展寒暑假志愿辅导活动；党政
出平台，各乡镇党委政府提供建设场地，乡镇团委
负责平台的日常维护、运行管理。
【宣传工作】 团区委着力打造新媒体宣传阵地，
以一带三，即以一支由３５个人组成的淮阴网宣员
发声团队引领并带动微信、微邦、微博三种手机软
件共同发力，为团建代言，增强与非公企业、社会
组织团建的交流、互动。组织全区团干、团员青年
关注“青春淮安”“江苏共青团”“青春淮阴”微信，
与“淮安共青团”官方微博互动。全年上报活动类
信息１４８条，报送“青春志愿行·温暖回家路”、
“青年之声·网络安全战车中国行”江苏站启动仪
式、“青年之声·荧光夜跑”等三个典型案例，总结
并报送《构建“１ ＋ ３”体系，服务留守儿童成长成
才》《组建服务队、兼任“四大员”，助力农村法治
文明迈向最后一公里》两个创新创优项目。

·淮阴区妇女联合会·
【概况】 区妇联发挥党联系妇女群众的桥梁纽带
作用，深入贯彻落实《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

作的意见》精神，围绕妇女儿童的需求，创新思路、
务实举措，全心全意为广大妇女儿童服务。
【寻找最美家庭】 深化创建内涵　 区妇联突出重
点创特色，打造全市创新创优项目———寻找培育
“最美家庭”，打造乡风文明高地。①评选表彰，动
员号召。区妇联召开全区２０１５年度十佳“最美家
庭”表彰暨家风家训分享会，号召广大家庭以最美
家庭先进典型为榜样，做传统家庭美德的传承者
和家庭文明建设的践行者。②以点带面，推广经
验。２月２３日，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焦扬
一行到淮阴开展家庭文明建设和最美家庭创建等
工作调研，参与“婆媳一家亲”交流会，焦扬对刘老
庄村最美家庭评选活动给予高度评价，市委书记
姚晓东也对刘老庄村最美家庭评选活动和妇联工
作给予肯定，要求在全淮安推广刘老庄村的经验
做法，实现淮安全覆盖。

丰富活动内容　 举办“看发展、话家风、共辉
煌”主题活动，组织全区各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
及家属观摩淮阴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激发党员干
部家属紧扣发展主题、深化认识、坚定信心、整合
资源、凝心聚力，主动参与建设发展的热情。邀请
全国知名心理专家、南京市心理危机干预中心主
任张纯博士作“家风与人生”的主题讲座，号召党
员领导干部及家属把良好的家风家训逐渐渗透到
家庭生活中，促进事业家庭双丰收、共辉煌。开展
庆国际家庭日主题活动，５月１５日国际家庭日，区
妇联在刘老庄村举办“树立文明家风”系列活动，
引领家庭践行家庭美德、树立家庭新风，提高家庭
文明建设工作的群众参与率，促进形成健康向上、
文明进步的社会风气。“六一”之际，区妇联与区
文明办、区教育局联合举办以“感恩老师”“母爱”
“家风家训”为主题的全区第三届中小学生书法、
绘画比赛，以弘扬倡导良好家风家教为重点，组织
儿童开展讲家风家教故事、传承好家风等教育活
动，动员孩子们参加展示家风家训、宣扬母爱文化
的书画比赛，促进孩子们良好的精神和艺术素养
的形成。

弘扬家风家训　 通过开展百场巡讲，实现良
好家风家训全覆盖。４月２８日下午，启动“最美家
庭讲好家训”百场巡讲活动，全区的机关分管领
导、乡镇组织委员、所有妇联干部和王营镇村居支
部书记共计３００人参加会议，活动播放恩来干部
学院制作的专题教育片《周恩来的家风家规》，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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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人员接受一次圣洁高尚的精神洗礼，并请区
内的５户家庭代表分别讲述自己的家风家训故
事，以身边事迹感染全区广大党员干部家庭。各
乡镇、部门因地制宜，把“最美家庭”故事会、巡讲
会、分享会开进机关、社区、农村，用看得见摸得
着、生动鲜活的事例感染鼓舞群众，使巡讲活动丰
富多彩，不拘泥于形式。
【培育先进典型】 除“三八红旗集体”“巾帼文明
岗”“五好文明家庭”等传统品牌创建活动外，区妇
联结合全区发展实际培育各类特色先进典型。
“淮阴当代漂母”成为本土特色优秀女性品牌，“最
美女性”“优秀社会妈妈”“阳光少年”“阳光母亲”
评选活动，着眼于鼓励奉献、鼓励自强奋斗的精
神；“巾帼创业标兵”、各类致富女能手、各类创业
示范基地为广大妇女求发展、创大业树立榜样。
【帮助困难妇女】 实施“救助妇科重症特困妇
女”项目，联合区爱心救助协会对全区范围内的患
乳腺癌、卵巢癌、宫颈癌等重症特困妇女进行救
助，并对辖区内２０１５年３月后长期住院治疗的贫
困家庭患者进行调查摸底，筛选出其中处于低保
户或低保边缘户家庭进行救助，全年共救助各类
患者３７名，发放救助金９ ３３万元，发放全国妇联
拨付的“贫困母亲两癌救助专项基金”２万元。
【关爱困境儿童】 帮扶困境儿童　 与省儿基会、
市妇联联系帮扶困难孤儿。上半年，全区“音乐
种子”春蕾助学行动共捐助３２名学生，发放捐资
助学金１ ２８万元；为淮海中学贫困生争取到春
蕾助学金３万元；为刘老庄２名儿童争取到慈善
助学款２０００元；为韩桥１名学生争取到餐补５７６
元；为渔沟１名学生争取到社会捐资助学金１０００
元；为１名患病少年募集捐款１ ３万元；为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届音乐种子春蕾班学生争取补助总计８ ８４
万元；为３０名学生争取慈善助孤款１ ２万元；参
加“ｅ万行动”，为全区１０７名学生征得学业补助
８ ６万元。

关爱留守儿童　 区妇联联合区关工委，邀请
淮安市一附小师生家长，在徐溜校外辅导站开展
“校内校外手牵手　 城乡儿童心连心”爱心联谊活
动；利用农民工返乡过春节的机会，大力宣传、动
员农村群众返乡创业，并联合区人社部门开展数
场针对留守儿童家长的招工与技能培训。妇联党
员干部深入走访乡镇留守儿童生活、学习情况，给
予他们精神与物质上的关爱支持。

【服务妇女创业】 助推妇女创业就业　 为发挥农
村妇女在转型、转产、转业发展中的独特作用，春
节期间，组织全区２１个乡镇妇联开展“春风送岗”
活动，现场发放“致留守儿童家长一封信”，动员妇
女返乡创业就业，为区内企业进行现场招工，为广
大妇女送政策、送岗位、送信息、送服务。提供创
业扶持服务，加大对妇女小贷的宣传、扶持力度，
最大限度服务妇女创业实践，为广大妇女群众带
来真正实惠，淮阴区发放妇女小额贷款总额一直
位于全市前列。推动农村妇女发展观光农业，包
括农家乐、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创建巾帼示范基
地，涌现一批创业致富的先进女典型和知名品牌，
带动周边妇女就业。

发挥协会联动作用　 组织召开女企业家座谈
会，向上申请新发展市女企协会员１５名，副会长１
名，理事２名。利用微信群、公众号等新媒体进一
步加强区内女企业家、女创客们的互动交流。三
八节期间区妇联组织女创客进行创业点观摩交流
活动，选出优秀女创客代表就自己的创业和发展
进行交流发言，并组织女创客联谊，加强女创客之
间的相互联系，更好地为她们提供相互推广、资源
共享的平台；组织部分女企业家赴徐州参加创业
项目推介会，拓展创业平台。
【妇女儿童维权】 开展普法宣传　 印制反家庭暴
力宣传手册８０００份及印有“反对家庭暴力，共建
和谐家庭”的宣传购物袋２０００份。３月１５日，在
大润发超市门口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
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等法律
法规知识，发放宣传资料１０００份。４月初，举办基
层妇联干部法律知识培训，邀请南京大学法学院
院长助理许利民教授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
暴力法》的立法目的、意义和基本原则以及法律亮
点进行深入解读，提升基层妇联干部法律知识
水平。

完善维权机制　 健全工作体系，开展信访维
稳工作，做好信访接待、矛盾化解和禁毒、防艾、预
防未成年人犯罪等工作。充分发挥妇女维权工作
站作用，把住初信初访关，坚持依法治访、以情接
访，加强与公安、司法等部门配合，融入社会大调
解机制，随时随地为基层妇女提供服务。

儿童安全守护　 开展女童保护宣传教育活
动，推进儿童安全保护（特别是女童保护）知识进
村庄、进学校、进校外辅导站、进社区等，在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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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开展“女童保护”系列活动。①“安全童年
　 快乐六一”。“六一”前夕，区妇联组织全区中
小学生安全知识宣讲，２２个乡镇（园区）妇联同
时行动，乡、村妇联干部深入各中小学、社区（村
居）讲授儿童安全知识、发放《女童保护手册》；
在此基础上，每个乡镇通过安全知识测试选拔出
５０名优秀中小学生担任“儿童安全宣传员”，妇
联为他们颁发证书并赠送儿童安全宣传衫。②
“女童保护讲师培训”。区妇联与教育局联合举
办三场“女童保护”讲师培训班，全区所有小学每
校三名教师、所有乡镇乡妇联干部、公检法司系
统工作人员及社会志愿者１４０人参加学习，全区
共有持证讲师１２０名，完成小学阶段“女童保护”
课堂教学家长、学生版的全覆盖。③“女童保护
公益演出”。暑假期间，区妇联组织“萌娃乐翻
天”“博雅书院教育”等社会团体，在大润发门前
广场举办女童保护公益演出，整场节目都围绕安
全主题展开，为孩子们平安地度过假期打好知识
基础。
【举办妇联干部培训班】 以构建学习型组织、学
习型干部队伍作为工作的着眼点，丰富女干部学
习培训形式与内容，联合区委组织部举办全区基
层妇联干部培训班，全区共２００名基层妇联干部
参加，培训邀请相关专家和业内人士，分别围绕电
子商务发展与机遇、反对家庭暴力法解读、家庭保
健养生、新闻写作基本常识及技巧等方面内容对
与会人员作专题辅导，提升全区妇联干部的综合
素质和业务水平。

·淮阴区归国华侨联合会·
【概况】 区侨联围绕区委工作的总体部署，坚持
服务中心、为侨服务的宗旨，团结引领归侨侨眷，
开展海内外联谊，积极参政议政，发挥侨界人士作
用，服务全区经济社会发展。
【充实区侨界资源信息】 把侨情调查工作作为一
项长期性、经常性的工作，在开展走访、联谊及会
议等工作的同时，关注各类侨界资源信息，及时对
所掌握的侨情资料进行调整充实。
【参政议政】 组织区侨联委员分批参加区政协组
织的有关调研视察活动，提高委员们知情面和参
政议政的积极性。同时重视侨界委员政协大会发
言质量，组织侨界政协委员围绕全区热点问题开
展调研，撰写高质量的提案。

【公益慈善】 开展“侨爱心”活动，年初，在区侨
企、侨眷中发起献爱心的倡议，引导有一定实力的
侨界代表为区困难弱势群体捐资捐物。区东方双
语学校董事长陈红光个人出资４００万元发起设立
红光慈善基金会，向困难弱势群体提供捐助。
【招商引资】 多方联系、捕捉招商信息。区侨联
主要负责人招引的总投资５亿元的国华广场项
目，已开工建设，并被列为市重点项目。
【维护侨益】 空巢老人关爱行动　 在节日期间上
门走访慰问侨界空巢老人，并给他们送慰问品；通
过电话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给他们以情感慰藉。

关注利益诉求　 热情接待来信到访归侨侨
眷，帮助其向有关部门反映他们的愿望和要求，不
断增进侨界群众的幸福感。全年接待到访侨界群
众１５人次，为６户侨眷协调拆迁补偿事宜。

做好张纯如纪念馆陈列物品征集工作　 经区
侨联渠道征集张纯如家谱、有关张纯如和其家人
的照片及张氏家族爱国爱家乡的相关史迹资
料等。
【淮阴侨胞之家建设】 加强侨联机关作风建设，
密切与侨界群众的联系。同时加强对涉侨方针政
策和法律法规的学习，提高为侨服务水平，并开展
正常的会务活动。为使侨界人士活动有场所、有
阵地，开展“淮阴侨胞之家”建设工作，借用红光慈
善基金会部分房屋（近３０个平方米）作为侨胞之
家用房，并进行内部装饰布置。
【召开全委会】 按侨联章程，每年召开一次区侨
联全委会。年初，在区侨联四届四次全会上，传达
区委工作会议精神，并向全体委员通报区政府工
作报告的相关内容；会议对上一年工作进行总结，
对该年度工作作出具体安排。
【海外联谊】 在传统节日开展与区归侨侨眷的联
谊活动，温暖侨心。春节前，召开区侨界人士迎新
春联谊会。在区侨联ＱＱ群，将有关涉侨政策法规
上传进行宣传，为归侨侨眷提供政策咨询服务。
以“凝聚侨心”为主题，开展多形式联谊活动，增强
归侨侨眷的归属感。春节期间给每位侨联委员发
送贺年短信，还安排侨界代表人士参加全区新春
团拜会。

·淮阴区科学技术协会·
【概况】 区科协以服务全区经济发展为中心，着力
提升全民科学素质，先后被中科协命名为“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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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度全国科普示范区”，省委组织部、宣传部等
９部门联合表彰为“江苏省《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
纲要》‘十二五’实施工作先进集体”。在全市科协
会议上，区科协位列２０１６年度县区科协考核第一
名，被市科协表彰为“优秀单位”。
【全民科学素质工作】 区科协以《中华人民共和
国科学技术普及法》《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
要》为指引，以科普能力建设为重点，以提高全民
科学素质为目标，以创建全国科普示范区为切入
点，深入开展“提升科普能力、提高科学素质”专
项行动，完成各项目标任务。１月，被省科协表
彰为“县级科协创新能力提升计划先进单位”；２
月，淮阴区被中国科协命名为全市首家“２０１６—
２０２０年度全国科普示范区”；３月，被市科协表彰
为年度工作“优秀单位”；８月，获省委组织部、省
委宣传部、省科协等九部门联合表彰为江苏省
《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十二五”实施工
作先进集体。
【创新创优】 主动与区人才办、园区企业、上级科
协联系，引进海外人才，服务经济发展。３月，邀请
比利时海智专家罗兰·凡高汶拜尔赫，中国科协
海智专家、比利时金海公司总裁、安徽大浦现代农
业研究院长高继明一行到淮阴考察指导，并签署
现代农业技术合作协议。市科协主席李顺英，区
委常委、宣传部长孙晓燕等出席签约仪式。９月，
在市科协帮助下，区科协引进日本海智专家刘震
博士与淮安恒兴养老产业有限公司就该公司建设
的中国淮安养老养生产业小镇项目签订技术指导
合作协议。区科协申报的单项工作“借助海智工
作平台、助推经济转型升级”获省科协“三服务一
加强”创新案例表彰。
【向上争取】 争取工作奖励　 借助科普示范区创
建契机，区科协以社区科普场馆、淮阴科普报、淮
阴科普微信等建设为重点，着力提升科普软硬件
水平。１月，被省科协表彰为“县级科协创新发展
能力提升工作先进单位”并获省科协奖励１０
万元。

争取物质帮扶　 提高全区科普信息化建设水
平，争取省科协免费捐赠价值８０万元３６台社区
科普触摸屏，并投入运行。

争取科普惠农奖补资金　 调研科普惠农项
目，对规模大、带动效果明显的项目主动向上级科
协申报，与省市科协沟通，协助项目列入上级奖补

计划。吴城冬枣、富华农业分别获得省级奖补６
万元、２万元。
【助推企业发展】 发挥省科协人才优势，推进企
业专家对接，促进企业转型升级。与上级科协联
系，引进海外人才，服务经济发展。深入区内企业
调研，搜集企业发展中遇到技术难题，全年共筛选
上报淮安四方保温管有限公司等２９家企业３０项
技术难题，由省市科协安排专家到淮阴开展对接
指导。９月１４日，召开省农学会服务淮阴区农业
企业创新发展集中对接活动专场活动，省农科院、
市科协主要领导及区领导参加对接活动。７位专
家深入１７户对接农业企业、协会现场指导生产经
营活动，其中４位专家与企业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其中省农科院蔬菜所副所长、研究员陈新通过对
接活动，在丁集镇农庄村五组试建豌豆原种繁殖
基地。区科协邀请市科协咨询中心专家对区内鑫
力机械、澳华农贸等２３家科技含量高的企业技术
负责人开展专利信息培训，区科协免费为企业安
装专利信息软件，引导他们利用国外同行业的专
利技术促进企业转型升级。全年共为１４家企业
安装相关软件。
【科普宣传】 ①加强科普硬件建设。在全区３６
家社区配备科普触摸屏；与教育部门合作，在银川
路小学新建成淮阴区流动科技馆；在王营镇新建
成星光社区科普馆。②加强重点时间段宣传。围
绕科普宣传周、科普日两个重要时间段，牵头配合
教育、农委等部门开展“三百行动”“第六届科普知
识进校园”“防震减灾知识培训”等一系列综合性
科普宣传活动。③加强新媒体科普宣传。升级改
造淮阴科普网站；强化淮阴科普微信推送力度，做
到每周推送３次以上；全年制作并免费发放《淮阴
科普》报１２万份。
·淮阴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概况】 区文联按照《淮阴区推动文化建设迈上
新台阶三年行动方案》要求，合理谋划，开拓创新，
各项工作取得较好成效。
【群众活动】 举办新春团拜会，新春广场娱乐周，
“庆七一·颂党恩”微故事诗词、书法、绘画、摄影
活动，淮滨墨韵书画联展活动，民俗文艺节目展
演，百姓歌手大赛，国庆广场百姓文化周等“畅享
淮音·百姓舞台”淮阴区百姓艺术节活动。举办
《相约古戏台》演出４０场，送电影２５１６场，送演出

５８１党政机关·人民团体　



１１３场，送图书６２０６册。区歌舞团获第五届江苏
省“服务农民、服务基层”文化建设先进集体荣誉
称号，区城乡歌舞演出队获省首批群众文化“百千
万”工程优秀群文团队，获省首批群众文化“百千
万”工程优秀文艺骨干称号。
【精品创作】 以“双名”工程为切入点，以各类赛
事为龙头，以书画、摄影、曲艺、文学为重点，研究
适应省市赛事新规则，突出开展动态类节目制
作，坚持策划、组织和生产一批文艺精品节目。
市双名工程申报项目中评审出奖励类项目１９
个，淮阴区３个；扶持类项目６１个，淮阴区５个。
淮阴区奖励项目分别是文学类作品《淹没在淮剧
的村庄》，２个书法类作品；扶持类的分别是区作
协申报的《张纯如传》创作、《关于大运河历史讲
述类读物》、《淮安方言词典》、篆刻《美好江苏，
幸福久久》创作、刻瓷淮安历史名人系等。组织
区内４名书画家赴新疆兵团１２６团开展文化交
流活动，开展书画展览、考察写生、现场创作、创
作交流等多项活动，为１２６团赠送现场创作的书
画作品１００幅。
【文艺联盟】 ①文艺＋政策，宣讲到田头。邀请中
央人民广播电台农广小分队走进渔沟、南陈集、王
营镇，把党的方针政策与文艺相结合的形式，通过
“三农”专家、口技演员、军旅歌唱家给全区人民送
去“三顿丰盛大餐”。②文艺＋理论，微观点讲故
事。通过书法、美术、摄影、微故事、诗歌等形式，回
顾宣讲党的光辉历程，讴歌党的丰功伟绩。文艺＋
网络，朋友圈忙投票。在建党９５周年文艺活动评选
中，通过“幸福淮阴”微信公众号对作品进行投票，８
天时间，微信投票９ ０８万票，累计访问次数为

１８８ ５４万次。③文化＋文明，结对联姻共发展。按
照省、市、区关于推动文化建设迈上新台阶的意见
要求，围绕全面提升文化感召力、文化生命力、文化
竞争力、文化创新力，深入开展区内省市级文明单
位与文化团体结对共建，提升文化团体文艺服务质
量，丰富文明单位文化活动，全力服务好“实力强、
城乡美、群众富”的幸福淮阴建设。
【传统工作】 举办中韩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交流
展演活动；开展第五届海峡两岸“漂母杯”母爱·爱
母主题散文诗歌大赛颁奖活动；召开２０１６澳大利
亚、新西兰·中国淮阴“漂母杯”母爱·爱母主题散
文诗歌大赛和投资说明会；中国·淮阴大世界吉尼
斯之最华人旗袍走秀”暨第八届淮阴·韩信杯象棋
国际名人赛开幕式活动在悉尼歌剧院广场举行。
该次大洋洲活动获得两项“大世界吉尼斯之最”，即
华人旗袍走秀规模最大，华人旗袍演艺参与人数最
多。剪纸、淮扬菜、布艺绣饰品等非物质文化遗产
通过实物和图片展示，吸引新西兰、澳大利亚中外
嘉宾驻足观看，他们称之为文化瑰宝，蕴含着中华
文化精髓。网络发布举办第八届华人华文“漂母
杯”母爱·爱母主题散文诗歌大赛结果。
【文艺队伍】 不断加强和改进文联工作，提高服
务大局、服务群众、服务文艺工作者的能力。３月，
组织召开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成立２０年的第一
次代表大会，各文艺家协会开展多种形式的文化
活动，丰富城乡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全区书法国
家级会员１１个，省级会员２６人；美术家国家级会
员无，省级５个；作家协会国家１个，省级１３个；摄
影家国家级６，省级１０个；音乐家协会国家级无，
省级８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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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概览

王营镇
【概况】 王营镇位于淮安市区北部，是淮阴区城
关镇。全镇有户籍人口１７３５２６人，常住人口２８万
人，下辖６个农村社区、１４个城市社区、１个场圃
和１个盐河工业园区，地域面积６２ １平方公里。
２０１６年，全镇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８ １５亿元，
税收占比为８８ ０５％，可用财力１ ３６亿元；实现列
统工业企业开票销售１９ ９亿元；规模以上固定资
产投资４４ ７８亿元，其中工业完成２４ ８４亿元；固
定资产进项税完成２０００万元；外贸进出口完成
８０２万美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
纯收入分别达到２８９６５元、２６３６８元，分别增长
８ ９９％、１２％。连续第四年被评为全市城镇经济
首强镇，同时被评为全市重点区域发展型先进乡
镇，在全区年底的乡镇差别化目标考核中获得甲
组二等奖和特色工作先进单位。
【工业经济】 ２０１６年，招引５０亿元项目１个（德
国小镇）、１３亿元项目１个（淮安养老养生产业小
镇一期阳光新城）、１０亿元项目１个（鑫泰建材），
全年新开工工业、农业及三产项目９个（现代物流
园、鑫泰建材、华能环保技改、医用纺织品、万亩莲
藕观光农业、行健再生资源、中绿食品、优森木
业），置换项目１个（加实新型建材），新竣工项目
５个（中绿食品、新澎管业、竣邺建设、城市名人酒
店、华能环保技改）。新增规模限额以上批零住餐
企业５家，规模以上服务企业７家，其中文化企业
１家（力卓广告）。新增私营企业６５６家、个体工
商户１５６０户。新增工业列统企业２家（优森木
业、梦之润），工业列统企业累计达４３家。城市名
人酒店、华能环保技改、中绿食品等３个项目纳入

市重点项目盘子，竣邺建设、华能技改、城市名人
酒店等３个项目通过市重点办竣工验收。
【村镇建设】 坚持“五公开”征收模式，完成樱花
东路、香港路西Ｃ地块、城市快速路一期、检察院
西地块等９个地块、５１１户、１３ １万平方米房屋征
收任务。靓化镇村面貌，开展饮用水源与大气污
染专项整治工作，改善人居环境；结合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和省级村庄环境整治活动，强化基础设施
建设，完善杨庄、沈渡、淮闸等１０个村居的环境整
治长效管护机制，组织长安、左庄、双和等３个社
区环境整治提升活动，开展营北、星光、营西等３
个社区１０余条背街小巷路面铺设与环境整治，解
决城郊结合部出行难的问题；实施“村村亮”工程，
完成淮闸等１０个村居１４６盏路灯建设。强化违
法建设防控，坚持“预防为主，整治为辅”，查处并
拆除各类违法建设１１３８起、拆除面积２ ２５万平方
米，违建拆除率１００％。做好危房改造工作，全年
改造危房４３户、１９４０平方米，维修屋面２５户。
【社会事业】 全面推进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与新型
农村养老保险，让群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落实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５５６户城乡困难群众享受最低
生活保障，５８名“五保”户实现分散、集中供养。
全年发放救济资金约１００万元，用于帮扶重大疾
病患者、“五保”低保困难户、孤寡老人、困境儿童
等弱势群体，近１００名残疾人享受免费医疗。开
展关爱老人行动，９６名６０周岁老人办理“安康关
爱”，２２４６名８０周岁以上老人享受尊老金，投资近
１００万元对镇敬老院的消防工程进行改建，新建
ＡＡＡ级居家养老服务中心２个（营北、机关）。文
化教育提档优化，五洲龙湾广场建成全区首家综
合文化服务中心，淮安市北京路小学获全国青少
年“五好小公民”“老师您好，我的好老师”主题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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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活动示范学校。社区服务有效提升，实现１７７
个成建制和零散小区网格化管理，双和社区创建
城市管理省级示范社区并顺利通过省级初检，营
东、西坝、机关、小营等４个社区创建省级和谐示
范社区，同兴社区创成国家级综合减灾示范社区，
营北社区创成国家级社会工作服务示范社区和省
级文明社区。基础医疗全面升级，家庭医生进社
区工作被评为全市县区唯一的省医改亮点项目，

王营卫生服务中心建成全国示范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创成淮安市基层卫生计生单位第一家省级文
明单位等荣誉称号。全面落实独生子女奖励政
策，实现由单纯的生殖健康服务向人口家庭公共
服务拓展，王营镇是全区计生工作Ａ类乡镇。扎
实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安全生产检查整改等
“五大专项行动”，全国“两会”、省市区党代会等
重大活动和节假日期间维稳任务顺利完成。

表８ ２０１６年王营镇村居情况
村（居）名 村民小组数 户籍户数 户籍人口数 耕地面积（亩） 村书记 村主任
淮闸村 ６ １００４ ３１４２ １０２３ 刘中柱 朱连春
杨庄村 ４ ２０４０ ４８６３ ３４２０ 汪德雨 陈玉忠
越河村 ６ １５６８ ４６８２ ２２１１ 唐锦强 聂元元
沈渡村 ６ １６２９ ５２７６ ２９６６ 王洪峰 张孝兵
崔庄村 １３ １３２７ ４６１１ １９８３ 崔启春 张建国
果林村 ７ １５２９ ４７１５ ２０４７ 朱家瑞 钱正军
长安社区 － ３１３３ ９３１７ ３６３ 高宽忠 丁　 甫
营西社区 － １３２０ ４２０１ ９９５ 潘红梅 杜正平
左庄社区 － ２１２２ ７０４６ １１２７ 蔡汝河 蔡正洪
双和社区 － ６６０３ ２０４６７ ８３０ 李爱民 徐文箫
营东社区 － ８４７８ ２３１５２ － 耿守林 邵海清
小营社区 － ４２６４ ９６１８ － 皮相华 皮相华
营北社区 － ３７２８ １００８９ － 徐洪波 徐　 兵
星光社区 － ４１７６ ９３４７ － 张　 胜 殷少娟
西坝社区 － １９０５ ４３８１ － 郑晓玲 赵婷婷
机关社区 － ４１６７ ９０８７ － 包建明 仲桂珍
北桥社区 － ３１４２ ６７９４ － 葛宇军 漆　 荣
营中社区 － ３６９５ ８１９１ － 朱建国 魏天梅
东街社区 － ７９０６ １８２２２ － 周红波 秦　 汉
同兴社区 － ２５９７ ６３２５ － 黄湘红 郑　 芳

赵集镇
【概况】 赵集镇地处淮阴区最南端，与洪泽县西
顺河镇接壤，与清浦区和平镇、武墩镇隔河相望，

五大淡水湖之一的洪泽湖依境而过。镇域面积９８
平方公里，下辖１２个行政村，户籍人口３９２５７人。
全镇拥有内外湖水面约５万亩，水产养殖、水产品
交易成为富民的重要产业。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探
明赵集镇域范围内藏有大量的芒硝和岩盐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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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集镇慈孝园广场
上海太平洋、山西南风、江苏白玫、江苏油田、江苏
盐业总公司等多家公司投资开发，使赵集镇成为
全国重要的盐化工基地。２０１６年，赵集镇境内有
盐化工企业１０家，年产元明粉（无水硫酸钠）１５０
万吨，年输卤１７０万立方米。
【农业经济】 赵集镇完成农业招商项目２个，分
别为投资３６８０万元的永明米业加工厂和投资
３１００万元的花海及采摘园项目。全镇建成土地
耕作服务社１０个，其中十堡村和高堰村的土地
耕作服务社，分别争取到国家财政部扶持资金
２００万元和６０万元。在农业品牌创建方面，完成
“苏芋”商标注册，申报商品条形码，质量具有可
追溯性，开始在淘宝网站销售。开展农村淘宝创
业电子商务培训，街西村被评为全区唯一一家省
级电子商务示范村，打造电商一条街，部分企业
主入驻，赵集镇也是全区唯一被评为省级电子商
务示范镇。全镇完成新增高效设施农业面积
４５００亩。
【工业经济】 赵集镇（含工业新区）完成规模以
上工业应税开票销售收入１８ ６７亿元，公共财政
预算收入４ ２３亿元。新增工业列统企业４家，规
模服务业列统企业２家，批零住餐列统企业１家。
开工３０００万元以上项目４个，亿元项目３个，外资
项目２个。竣工３０００万元以上项目６个，其中市
重点项目２个。投资１０ ８亿元的淮安国和新能
源风力发电项目、投资４０亿元的北京新能源汽车
项目完成签约。华尔润红星盐矿技改项目和瑞豪
工贸塑料制品项目于２０１６年１２月通过市重点项
　 　 　 　

目竣工验收。
【第三产业】 全镇个体工商户达到６００家，综合
性购物超市２家。大型家具卖场３家，中型以上
服装卖场１５家，新增服务业营业面积２ ８７万平
方米，形成以服装、家具、家电、五金及小商品为
主，各具特色的服务业发展格局。注册物流企业
１１家，全年增加可用财力６００万元。
【社会事业】 赵集镇向上争取的民生建设资金
涉及扶贫开发、生态创建、基础设施等共计２８００
万元。西外环道路开通；润德广场竣工；新农贸
市场竣工；东外环桥梁建好，开工建设东外环道
路；全面启动美丽乡村建设，实施项目１０个以
上；污水管网涉及５个村建设；全面实施村村亮
工程，新装路灯１３５０盏；开启村村绿建设；实施
高堰、十堡道路拓宽工程；全面启动万亩高标准
农田项目；张福河“五改三”及运南第二通道纳入
省水利“十三五”规划。赵集镇被评为省级文明
乡镇；镇卫生院、新源矿业被评为市级文明单位，
庆丰村被评为市级文明村、汪场村被评为区级文
明村；组织拍摄以“孝”和“善”为主题的微电影
《寸草心》《希望树》，编撰《赵集乡土教材》，打造
“慈孝园”广场。在全镇开展“孝心人物”“积善
之家”评选活动，共选出１４名“孝心人物”和７户
“积善之家”；继续开展“爱心助学”活动；开展
“党内关爱基金”发放活动，为残疾、生活困难的
党员送去温暖和关怀；开展关爱家庭活动，每逢
中秋、春节，联系市区两级相关部门和镇干部，进
村入户送温暖。

赵集镇高家堰美丽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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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９ ２０１６年赵集镇村级情况
村名 村民小组数 村民户数 户籍人口数 可耕地面积（亩） 村书记 村主任
赵集 １６ １０２５ ５４１０ ２７４０ 叶进兆 蔡维军
高堰 ７ ７９８ ３２１３ ３２００ 江海军 黄家国
沟北 ７ ６２５ ２７００ ２００２ 纪　 刚 于向阳
街西 ７ ６０１ ２７８８ ２０５０ 张宝春 金绍兵
十堡 ８ ７６１ ３３２３ ３４５１ 周道平 杨雨生
红星 ８ ８５６ ３８０２ ２６４６ 周锦成 张怀东
汪场 １０ ７５８ ３３０５ ２６０５ 蒯新民 张德军
老场 ６ ５９８ ２８５０ ２６００ 杨　 松
庆丰 ６ ５７６ ２５５０ ２０６２ 王兆来 张景成
洪湖 ８ ８２５ ３５３６ ２５９３ 徐立波 陈文学
分洪 ６ ６８５ ３２９３ ２９４０ 乔俊宏 丁忠美
小滩 ７ ４９５ ２４８７ １８６０ 严　 东

韩桥乡
【概况】 ２０１６年，韩桥乡面积为１２０ ７平方公里，
可耕地面积３ ０１万亩，户籍人口２９８９６人。下辖
８个行政村，共６４个村民小组，７８１８户。全乡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５０００ 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１４０８０元。
【农业经济】 全年粮食种植面积５７９７５亩，比上
年增加１８０亩，粮食产量３２３６５吨，比上年增加
１５６０吨；全年水产品产量４３５５吨，其中养殖６７４
吨、捕捞３６８１吨；完成１３７亩城乡建设用地增减
挂钩项目，４６亩耕地占补平衡项目，新增耕地１００
余亩；新建农桥８座，改造泵站２座，整治河塘６
个，疏浚河道７ ３２公里；新增高效农（渔）业１１５０
亩，新成立４个家庭农场。
【工业经济】 韩桥乡完成规模以上工业开票销售
收入８０００万元，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６亿元，
固定资产购置进项税完成３９ １２万元；工业用电
量完成７０万千瓦时；新培植列统企业３家，新发
展私营企业６０家、个体工商户１２３家。
【村镇建设】 韩桥乡投入４００万元拓宽韩陈路，
方便群众的出行以及为项目引进提供交通条件；
新建乡村水泥路８６００多米，新安装路灯４０盏，铺
设污水管网３ ８公里，新增绿化面积１２亩；以城
乡拆挂工作为契机，搬迁农户８１户，复垦土地１３７

亩；累计投入８６ ５万元进行村庄环境整治工作，
新建垃圾房３２个、垃圾池２７３个，配备垃圾桶
１９６３个，共有保洁人员６６名，新增绿化树苗１２００
棵，做到垃圾日产日清，村容村貌焕然一新，８个行
政村全部通过省级村庄环境整治验收。
【社会事业】 全乡共有学校９所，其中普通中学１
所、小学４所、幼儿园４所；韩桥中学２０１６年有
２７０人参加中考，其中９７人达市四星级高中录取
分数线，位于全区首位；并获市“优秀家长学校”
“义务教育先进学校”“义务教育学校管理示范学
校”等荣誉称号；韩桥中心小学２０１６年获得“市师
德示范校”“市优秀家长学校”“市青年文明号”等
称号。全乡共有卫生机构９个，其中卫生院１个，
村卫生室８个；乡卫生院业务用房面积４０００平方
米，开放床位５０张。２０１６年投入３００万元对门
诊楼、病房楼、治疗室、中医馆、现代化计免大厅
等按标准进行装修改造。启动乡村医生签约服
务工作，共签约１２２户、５５７人，为每个签约家庭
建立家庭档案。韩桥卫生院成功创建为江苏省
示范乡镇卫生院、区文明单位。全乡参加新型农
村合作医疗２ ９４万人，实现参保率９７ ３７％。全
乡共有公共图书馆１个、体育场馆２座、文化活
动中心１个、农家书屋８所，全乡８个村支部全
部安装网络远程教育设备。在元旦、春节和国庆
节等重要节日都举办各种文体艺术活动，丰富群
众的文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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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０ ２０１６年韩桥乡村级情况
村名 村民小组数 村民户数 户籍人口数耕地面积（亩）人均收入（元） 村书记 村主任
韩桥 １４ １７３５ ６６８７ ５４６０ １４８７４ 王维军 孙守富
兴旺 ６ ６１６ ２６８０ ３０９０ １１３４８ 桂如飞 宋秀武
沙河 ８ ８９３ ３６０４ ３４５０ １２８８５ 施理刚 李　 伟
沿湖 １０ １１１２ ４０５６ ３６４５ １３１３９ 张以祥 张田友
庆华 ９ １３２５ ４７８５ ３３６０ １３１７９ 狄运举 张金华
河头 ７ ８２４ ３４７５ ３６００ １４５６１ 侯杭州 侯杭州
湖滨 ５ ５４５ ２３５８ ２７３０ １３６８０ 滑祥熙 李训学
天河 ５ ７６８ ２２５１ ４７８５ １４７３７ 王孝伦 王孝伦

南陈集镇
【概况】 南陈集镇是淮阴区运南片中心乡镇，位
于淮阴区西南２２公里处，东与市区紧邻，南与赵
集镇、韩桥乡相连，西与吴城镇接壤，北与码头镇
交界。２０１６年，全镇下辖２１个行政村，１个社区。
全镇面积为９７平方公里，可耕地面积６０３９０亩。
户籍人口６３５８３人。财政收入５９６８万元，农民人
均纯收入１６３０５元。
【农业经济】 ２０１６年，全镇流转土地１３６５０亩，实
现就地转移劳动力６００人。先后投入资金２０００
万元，实施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等各类农田水利
项目，改善农村生产条件。通过实施土地拆挂占
补平衡项目，全年新增耕地２１５亩，推广水稻机插
秧３万亩，新增投资千万元的农业龙头企业２个，
村级集体经济收入完成７９４ ７万元。
【工业经济】 南陈集镇突出抓好以张周机械产业
园为首的３个工业园区建设，着力打造工业载体，
承载市区产业转移，推进工业强镇进程。截至
２０１６年底，园区集聚较大工业项目３０余个。全年
招引亿元项目２个，５０００万元以上项目３个。同
时认真抓好伟丰建材、飞华纸品等规模企业的增
容扩量，全力培植新的规模企业，新增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２家，限额以上批零住餐企业１家，规模以
上服务业企业２家，新增私营中小企业１０５家，新
增个体工商户１９８户。
【村镇建设】 南陈集镇紧紧围绕城市次中心发展
定位，集镇建设开始西延北扩进程，完成运南第二

通道建设，启动镇北连接线等集镇干道改造工程。
加大环境整治力度，镇村面貌明显改善。筹集并
整合各类资金３００余万元，投入到镇村环境整治
中，对镇区的两个水塘进行清淤、填垫，建设社区
文化广场、环塘健身步道，并对池塘周边进行绿化
和亮化。各行政村都实施“村村亮”工程，当年新
增路灯６３０盏。
【社会事业】 南陈集镇重点做好镇村两级道路改
造、农业综合开发、教育现代化、医疗条件改善、救
助保障等１８个民生实事项目建设，深入推进农村
环境综合整治，切实改善群众居住、医疗、教育环
境。南陈集中学顺利创成江苏省防震减灾示范学
校，是全区第一批获此荣誉的学校之一；２０１６年中
考成绩优秀，在全区排名靠前；中心小学成功创
成篮球特色学校，有２３名同学被区开明中学录
取，获得区教学质量进位奖。完成陈集、蚕桑、小
桥等村共计４１３０座改厕任务。南陈集镇中心卫
生院每月开展２次义诊活动，对运南片符合计划
生育四项手术妇女免除材料费、手术费，并提供
一次免费的身体检查；对辖区内单亲特困母亲、
“五保”老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提供免费健康体
检，全年共减免检查费２０万元；７支健康管理团
队，每月联合大学生村官下村开展健康管理活动
３次。投资１０万元改造升级镇文广站，改造后的
文广站功能齐全，设有排演厅、图书阅览室、老年
少儿活动室、校外教育辅导站、健身室等功能室。
举办马灯舞培训班，共培训学员５０人。协同关
工委培训留守儿童２００人次。举办南陈集镇第
五届广场舞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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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１ ２０１６年南陈集镇村级情况
村　 名 村民小组数 户籍人口数 耕地面积（亩） 人均收入（元） 村书记 村主任
陈集 ７ ５２８９ ７３５ １８１７５ 杜永祥 纪艮国
高福 ６ ２２１３ ２１００ １６８６７ 沈如松 郭维田
镇西 ７ ３０３４ ２８８０ １３９４７ 李　 科 王怀林
镇北 ８ ２７４４ ３０００ １３８２５ 王永健 杨礼军
合心 ８ ３３５６ ３０７５ １３９６２ 陈洪生 高　 兵
果林 ７ ２７４８ ３３４５ １３４６８ 翟慈友 杨风明
学田 ６ ２１３３ ２４００ １３５２９ 张宝忠 周波
高成 ６ １９２６ ２２５０ １３８２６ 蒋其祥 陈连浮
林圩 ６ ２７５８ ２７００ １３２７１ 杨志文 林云超
渔塘 ９ ３２４２ ２９５５ １３７３０ 王云峰 沈国平
蚕桑 ６ ２６８４ ２１９０ １３８２５ 陈　 龙 关锦科
梅畅 ８ ３６２７ ２７３０ １３５５２ 刘传俊 金礼华
寿塘 ５ １９３５ １８００ １７０２５ 季国华 王亚科
竹园 ８ ２３５１ ３１５０ １３８２５ 张洪能 张玉国
乔庄 ８ ３６７５ ３３４５ １３５３６ 倪以新 史继淮
孙庄 ６ ２４９４ ２２８０ １３６９０ 杨凤龙 张守春
窑厂 ５ １６５１ ２２３５ １３５６６ 庄永福 周代祥
双庄 １０ ３６６０ ４４１０ １３４４３ 刘业新 王学超
小桥 ８ ４１８２ ４０８０ １２７４６ 李　 青 周祥国
淮丰 １１ ３５７０ ４０３５ １２７５７ 胡春雨 殷永付
张周 ５ ２０２３ ２７００ １３４４９ 夏以甫 姜习龙
头堡 ５ ２２８８ １９９５ １９９４７ 付倩倩 徐锦胜

吴城镇
【概况】 ２０１６年，吴城镇全镇面积５１平方公里，
可耕地面积４ １０万亩，全镇下辖１０个行政村。
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７ ２７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２ ９％；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７０００万元，比上
年增长６％；可用财力完成９００万元，比上年增长
１７ ６％；农民人均收入达到１５６５３元，比上年增长
１３％；完成固定资产投资１０ １５亿元，财政收入、
工业经济、项目建设、农业农村工作等各项经济指
标在小组考核排名中位列前茅。
【农业经济】 全年新建种养殖及休闲项目７个，
其中３０００万元项目４个，５０００万元项目３个，涉
及瓜蒌立体循环种殖、设施化葡萄种植、有机稻米
基地套养龙虾种养殖项目等。重点推进省级“菜

中国共产党吴城镇第三次代表大会
篮子”工程蔬菜生产基地项目和省级园艺标准园
区的建设项目，新增３０００亩无公害农产品基地１
个、无公害农产品７个、申报１个绿色农产品项
目，新增高效设施农业面积２１６０亩，新培育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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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场３个，新增市级农民专业合作社１个。
【工业经济】 全年工业开票销售收入完成１ ２亿
元；工业用电量完成３７０ ３６万千瓦时；进项税完
成４５０万元，达全年任务的９０％；外资到账完成
１００万美元；外贸完成４２ ４万美元；新发展私营企
业８０家，个体工商户新增１５５家。按照区委“招
商引资任务一下三年，三年完成三个亿元项目”总
体要求，共引进亿元以上项目４个，分别是投资
５０００万元的坤玖源、国森工贸，投资亿元的京旺
达、万源生物以及通阳农业项目。
【村镇建设】 大力开展全域村庄环境整治，建立健
全镇村两级环境整治网格化管理体系，采取人员、
资金包干，实现１０个村全面覆盖。打造美丽乡村，
疏浚两条乡级河道，前惠民河、后惠民河共５ ４公
里，整治利民村河塘８个。全年投入“村村通”建设

资金８０万元，完成“一事一议”水泥路８公里，投入
６０万元新改建农桥５座。加快推进水厂改制，回购
镇内７个私营水厂，二三级管网铺设结束，正在开展
小水厂收购谈判和入户安装等工作。
【社会事业】 全镇新农保参保人数达到９７７７人，
参保率９５％；农村新型合作医疗覆盖率达９６％。
全镇全年发放救灾救济款２０万元，发放城市和农
村低保金１７２ ４２万元。危房改造１０户，补助资金
１２万元。完成全镇１３６０户、４５０７人低收入户登
记和资料录入工作，全镇社会保障水平进一步提
高。继续实施校安工程，对中学、小学、幼儿园教
学楼、实验楼进行加固改造，设立护学岗。新建乡
镇文化活动中心，开展送电影、送戏下乡１０余场
次。加大投入力度完善农村监控“村村到”，每个
村都安装摄像头，提升群众安全感。

表１２ ２０１６年吴城镇村级情况
村名 村民小组数 村民户数 户籍人口数耕地面积（亩）人均收入（元） 村书记 村主任
吴城 １０ １５８２ ５２８６ ４９２０ １６２３３ 侯继峰 侯继峰
城南 １１ １１８５ ４６９１ ６８５５ １５９２１ 王月胜 徐士平
城西 ６ ９４６ ３５５７ ２６５５ １５８３８ 乔凤金 魏鹏飞
淮泗 ６ ５７３ ２３０４ ２９７０ １５７９１ 王　 淼 姚克才
堡工 ６ ６２７ ２３９０ ２６８５ １５６４１ 朱亚芳 高学兵
黄河 ５ ５９６ ２２１８ ３０４５ １５５９３ 陈卫军 徐　 军
河滩 ６ ８０２ ３１１１ ４８００ １５６５３ 袁　 宏 汤书国
头庄 ６ ８４７ ２７９１ ３６４５ １５６４８ 罗玉田 周其怀
利民 ９ １０８３ ４２２６ ４８７５ １５０９０ 葛建海 葛建海
三园 ８ １０５６ ３９７９ ４５７５ １４７６２ 王洪先 陶学桂

码头镇
【概况】 码头镇地处淮安市区西南郊１０公里，全
镇总面积３３平方公里，可耕地面积２３７８１亩，户
籍人口２８２６４人。码头镇自秦时置淮阴县有２３００
多年历史，长期为县治所在地，人文荟萃，名胜古
迹众多，主要有韩信故里、漂母祠、枚乘故里、官
巷、惠济祠等。“码头牛羊肉”是淮扬名菜，其制作
技艺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码头镇先后获批江
苏最美乡村、江苏省历史文化名镇、全国特色景观
名镇、全国美丽乡村试点镇等称号。

码头镇新镇区福兴家园
【农业经济】 ２０１６年，以码头镇为核心区的国家
农业科技园区创建工作获得科技部批准，并成为全

３９１乡镇概览　



国１３个一类国家农业科技园之一。围绕制种业、农
产品精深加工、生物农业等重点产业，持续强化招
商引资力度，在皇达花卉、天丰种业、瑞福来科技、
台生源菌业等项目基础上，进一步集聚各类产业，
支持农业园区做大做强。建设亚洲最大单体蝴蝶
兰生产基地，皇达花卉项目二期２万平方米智能温
室和１５００平方米兰花园项目全面建成投产，进一步
打响农业园区和码头镇的现代农业品牌。大力推
广现代农业示范，打造体现全新种植观念、工厂化
生产、占地４６０８平方米的“菜趣园”，进一步增强园
区产业集聚效应，吸收农民就近就业，带动农民致
富。全镇市以上农业龙头企业达到８家，家庭农场
１８家，农民专业合作社达到７０多家。
【工业经济】 ２０１６年，实现注册外资到账３６３ ４
万美元、外贸进出口４６８ ６６万美元，两项指标位
居全区前列；新增佳一粉体、盖特建材等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工业列统企业达１４家；新增润鹏进出
口、天丰种业等规模以上批零住餐企业１３家；新
增贸易列统企业达８家；列统企业累计达３５家。
２０１６年实现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１３亿元，比
“十一五”末（２ ７９亿元）增长３ ６７倍；三年来，码
头镇累计纳入市重点的招商引资项目达９个（含
合引项目３个），其中通过验收的亿元工业项目１
个、亿元服务业项目１个，３０００万元农业项目４
个。投资２ ５亿元的港口项目、投资１ ２亿元天
丰种业项目在建设中。
【村镇建设】 福兴家园二期建设稳步推进；卫生
院完成搬迁运营；完成兽医站建设和公安派出所
规划选址；新建码头社会管理服务中心、村级档案
室，新镇区功能日益完善。农村“饮用水安全工
程”完成一、二级管网铺设，三级管网完成９０％以
上，个体私营小水厂回收达９０％；“村村亮”工程
全部完成；为民族村张庄镇村争取各类民族扶持
资金９０万元，努力把该村打造成民族融合示范
村；开工在建污水处理、环境整治提升项目５个，
新批落实村庄环境整治、生态保护、农业开发、土
地治理等项目８个。

全面推进泰山村“古运河畔最美乡村”建设，
游客服务中心封顶，运河湾滑雪滑草乐园吸引各
方来客。占地３６００平方米的停车场建成使用；投
入１２００多万元，建设村庄道路、铺设污水管网，对
环境进行整治和绿化，村庄配套功能日趋完备，产
业融合度越来越高。码头村、张庄镇村“美丽乡村

项目”开工建设。
２０１６年，争取到重点级特色镇发展项目资金

３００万元。码头村获批江苏最美乡村、省康居示范
村、全省最具魅力休闲乡村、全国最美乡村试点村；
码头村圩闸自然村列入２０１６年全省美丽乡村建设
试点村庄，获建设资金２５０万元；张庄镇村获２０１６
年省级美丽乡村试点；泰山村西王庄获批江苏省传
统村落，泰山村朱庄获批江苏省康居乡村。
【社会事业】 建立和完善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长效
管理机制。土地确权完成９０％，农民合法权益得
到保障；举办各类文化活动７０次，丰富群众文化
生活；充分利用南京玄武区帮扶资金，投入３００万
元拓宽玉坝村主干道，并实施亮化美化工程以及
太平小区配套、村部改造项目，进一步加快整村脱
贫工作的推进；投入８０万元对江宁路、爱心路等
镇区主干道，对各村居进行亮化；开工建设仲弓村
健身广场，亮化中心村道路；整合各类资金３０万
元，慰问困难群众、老党员、老退伍伤残军人４００
人次；结合玄武助学计划，实施教育公益项目，扶
持中、小学各５万元。投入１６０万元对码头敬老
院进行提档升级，改善老人们的生活环境，提升老
人们的生活质量。

码头镇新镇区福兴家园二期快速推进
【党的建设】 码头村培育为省级“远教”示范点。
挖掘历史文化资源，打造码头宣传高地，制作完成
《千秋码头》ＭＴＶ、《传奇码头》宣传片和微电影
《古运河之恋》，不仅赠送落户码头的客商，而且上
传互联网，借助现代媒体，把码头充满时代感的靓
丽色彩和大爱正能量的动听声音，传送到世界的
角角落落。
【码头蝴蝶兰产业】 码头镇蝴蝶兰种植产业有多
年历史，是亚洲最大单体蝴蝶兰生产基地、全国最
大蝴蝶兰出口基地。拥有高标准智能温室１０万
平方米，国内先进的组培育苗车间３０００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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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蝴蝶兰品种达３０多种。举办江苏淮安花卉
暨兰科植物科技与产业发展高端峰会和江苏淮安

首届蝴蝶兰博览会，吸引游客３０余万人，在国内
成功塑造蝴蝶兰品牌效应和市场效应。

表１３ ２０１６年码头镇村级情况
村名 村民小组数村民户数户籍人口数耕地面积（亩）人均收入（元） 村书记 村主任
张庄镇 ３ ３５７ １８３９ ９０４ １７２９５ 沙海华 马超
旧县 ５ ５０２ ２３３５ ３７８６ １６４９８ 田林友 邓春林
仲弓 ４ ４５５ １７８８ ２５８７ １６４７９ 吴　 伟 陈如飞
新河 ７ ６７０ ３０７５ ３８７８ １６３５０ 夏继军 卜怀江
码头 ６ ５７１ ３１５０ １３９９ １６５５５ 谢成贵 王　 刚
陶闸 ７ ８０３ ３５２１ ２６６８ １６９５９ 高哨兵 谭世银
泰山 ５ ５６０ ２２３０ ２３８０ １６５７８ 董　 波 赵正中
玉坝 ７ ７６９ ３６９５ ２８４７ １６３２５ 董建林 张玉成
郑台 １０ ８５４ ４０２１ ３３３２ １６４３５ 张红军 李加富
居委会 ５ ２１６ ２６１０ ０ １６４７２ 吕建军 余　 猛

袁集乡华石建材

袁集乡
【概况】 袁集乡位于淮阴区西侧，宿淮高速、宁淮
高速、京沪连接线穿境而过，新长铁路、淮三公路、
韩侯大道穿插其中，盐河、淮沭河、淮涟三干渠穿
境而过。全乡总面积４４平方公里，下辖１０个行
政村、７６个村民小组，户籍人口２８４３０人，是一个
以高效种植业为基础、工业经济快速发展的城郊
乡镇。
【农业经济】 ２０１６年，袁集乡为全乡农户购买水
稻、玉米及大棚农业保险，发放“耕地保护补贴”
“农机补贴”等强农惠农补贴３８０万元。完善辖区

内１８００户贫困家庭建档立卡，全年完成３４０万元
小额扶贫贷款。加强农民创业政策扶持，培育新
型职业农民３００人。培育“一村一品”特色村，加
快李庄村辣椒交易市场建设。以古清口二期采摘
园建设为引领，发展特色观光旅游生态农业，实现
更大附加值。推进农业规模化经营，实现土地流
转面积５０００亩。新增１个市级以上专业合作示
范社，新建成１１个家庭农场，村集体经济收入达
９３４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１６６０１元。完成“农科
村部扩建、李庄四荒地、村级固定资产出租”等交
易项目３０个，实现交易额达１５００万元。推进农
业招商，引进１个投资３０００万元，占地６０００亩的
浅水藕种植和龙虾养殖项目，该项目水域面积涉
及辣树、草庙、桂塘３个村，项目建成后将集浅水
藕种植加工与农家餐饮、垂钓观光于一体，带动周
围群众致富。
【工业经济】 全乡亿元以上项目有７个，５０００万
元以上项目４个，３０００万元以上项目５个。２０１６
年，全乡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７４１７ ３万元，实
现目标任务的１１０ ０３％；实体税收收入完成
３６４２ ８９万元，占目标任务的１３０ １％；规模工业
开票销售实现２５１３８ ６万元，完成目标任务的
８１ ０９％；规模工业入库税金达８１２ ５万元；固定
资产购置进项税完成１４２ ８万元，占目标任务的
２８ ５６％；工业用电量达１８２８万千瓦时，完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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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２５８ ７％。将各村招引项目产生的可用财力
与所在村的集体经济相挂钩，按照一定的比例和
基数奖励给所在村。服务好乡内税源大户华石建
材等重点企业。配合做好富强新材料项目采输卤
站、热电项目和办公楼等建设服务工作；做好西城
港业、载德运输、泽宇商贸等一批物流企业的帮办
服务工作，努力打造由建材、物流运输等项目构成
的工业、物流板块，形成具有袁集特色的盐河物
流园。
【社会事业】 全面落实就业促进政策，确保社会就
业率９３％以上，登记失业率控制在２ ２％以内。推
进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工作，做好全民参保登记工
作，完成入户调查９１００人的目标任务和６２００人的
参保任务。农村合作医疗工作做到应保尽保；落实
低保政策，对农村困难生活救助覆盖面达１００％。
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加快三级管网铺设进度。
投入４０万元完成集镇污水处理管网设施铺设，抓好
集镇占道经营和街景整治工作，清理“黄标车”６２
辆，对乡村损坏道路进行改造升级。全乡１０个村
　 　 　 　

“村村亮”工程全部完成；农村监控实现“村村到”，
改善村民夜间出行条件，提升群众安全感。以“校
园足球文化”为核心，打造特色品牌教育，稳步提升
中、小学教育教学质量；持续抓好“二孩生育”计生
服务工作，出生政策符合率达９７ ５％，孕前优生健
康检查目标人群覆盖率达９８％。

袁集乡西城港业码头

表１４ ２０１６年袁集乡村级情况
村　 名村民小组数村民户数户籍人口数耕地面积人均收入（元） 村书记 村主任
桂　 塘 １０ １０７３ ３６２４ ２７１５ １７１８９ 干建奎（主持工作） 干建奎
干　 庄 ９ １１５０ ３６２９ １８６０ １６５４４ 程培军 郑东恩
李　 庄 ７ ８０７ ２９４５ ２２８０ １６８８３ 郑　 猛 韩守涛
辣　 树 ９ １００８ ３５５５ ３８４０ １６４３１ 崔绪柏 陈爱家
草　 庙 ８ ６９４ ２３１４ ２８５０ １６２１９ 李　 程 陈玉刚
双　 庄 ７ ６６０ ２３７４ ３０００ １６７８０ 黄国余（主持工作） 杨余生
袁　 北 ６ ５５０ １９１７ １５３０ １６６０１ 杨国和 吴洪金
袁　 东 ６ ６９６ ２３０４ １６９５ １６４４６ 杜乃忠 郑　 强
袁　 集 １０ １５６１ ４４５８ ３１５０ １６７５８ 杨凤兵 马成龙
农　 科 ４ ３９７ １３１０ １３０５ １６１５７ 王行秦 杨凤能

丁集镇
【概况】 丁集镇全镇面积为４２平方公里，可耕地
面积３１６０４亩。户籍人口３２８２４人。财政收入
１ ０８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２２２７８元。下辖１０
个行政村。
【农业经济】 ２０１６年，全镇高效农业种植面积达
到１ ３９万亩，其中日光温室２４００幢，钢架大棚２００

幢，日光温室大棚达到１６８０亩。优质水稻１ ６９万
亩，小麦２ ４９万亩。渔业面积１０９５亩，达到市级标
准百亩连片日光大棚片区６个。规模专业养殖场
２２家，有各类专业合作社１２０家。丁集镇连续多年
被市表彰为“设施化农业十强乡镇”，２０１６年，对成
功申创的淮阴（丁集）市级现代农业产业园进行提
升改造，绿化、新建防渗渠道路１ ５公里，扩建大棚
面积１００亩，融合种植、体验、休闲等多种形式和功
能。投资４５００万元的淮安福康牧业奶牛养殖、繁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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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饲料加工销售项目竣工运营，并成功通过市重点
项目验收；在建的农业项目３个，分别为投资１ ３亿
元的紫缘薰衣草项目、投资１ １亿元的恒鑫园艺项
目、投资６５００万元的邻华园艺项目。
【工业经济】 全镇完成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开票销
售收入３ ５亿元，固定资产购置进项税４８０万元，
工业用电量２４００万千瓦时，新发展私营企业１０６
家、新发展个体工商户２１０家，外资到账１７０万美
元，出口外贸额１６０万美元。新增列统企业２家，
新竣工３００万元以上工业项目３个，招引超３０００
万元项目２个，特色工业品在线平台新增上线使
用企业３家，新增批零住餐企业１家、重点服务业
企业１家。新引进投资１ ４５亿元的淮安市吉恒
工贸钢圈加工及仓储物流服务一体化项目正式运
营，并通过市重点项目验收。全镇还有在建亿元
工业项目３个：分别是投资１ ２亿元的淮安汇旺
新型建材项目、投资１ ３亿元的江苏华易嘉工贸
项目、投资１ ２亿元的金氏丹科技项目。
【村镇建设】 投入３００余万元，对全长４１００米的
吉顺大道进行提升改造，改造内容包括加设两侧
绿化带、大理石路牙以及安装路灯１２０盏等。对
福瑞路沿线进行升级，人行道铺设地砖并栽植银
杏、法桐等，改变村镇面貌。“村村亮”工程顺利实
施，架设路灯６００余盏，实现集镇到各村主要道路
全部亮化。推进农村饮用水安全工程，三级管网
正在铺设中，小水厂处置顺利完成。全镇铺设“一

事一议”道路４ ５公里，新修农桥９座，拆建电站２
座，疏浚中沟４条，河塘整治１１个。徐宿淮盐高
铁建设经过丁集，全镇涉及高铁拆迁１４３户。
【第三产业】 全镇中小企业和非公经济企业共有
１１０家，从业３６００人，占全部从业人员的８０％。物
流产业园拥有吉安、吉韩、吉迅、凯驰、骏达、杰东等
物流企业３５家，木材产业园拥有木材相关企业２６
家，两大产业园的发展为财政增收提供强有力的支
撑。２０１６年，丁集镇持续加大休闲观光农业项目的
招引力度，以紫缘薰衣草庄园为中心，建设恒鑫智
能化花卉、邻华园林花卉等项目，打造１０分钟车程
的观光休闲高效农业集聚区。
【社会事业】 丁集镇按照“将改革的成果惠及民
生”这一基准，在财政紧张的情况下，拿出资金多
做民生实事。关注弱势群体，镇财政出资７万余
元为全镇的低保、重残、孤儿缴纳医疗、养老保险。
中秋、春节期间对贫困家庭进行慰问，发放慰问金
近１５万元；开展“飞鸽圆梦”捐资助学活动，将５０
万元捐款设立爱心基金，对全镇教育工作及中小
学的困难学生、镇内病灾户、特困户进行帮扶资
助，形成困难群体救助的长效机制，２０１６年共为
４４名大学生提供１０万元的资助。加快推进防控
体系建设和网格化管理，开展“七五”普法宣传，落
实信访责任制，细化矛盾排查和调解工作；全面落
实安全生产目标责任制，有序推进企业安全标准
化建设，社会稳定局面不断巩固。

表１５ ２０１６年丁集镇村级情况
村名 村民小组数 村民户数 户籍人口数耕地面积（亩）人均收入（元） 村书记 村主任
丁集 ７ １０２７ ５０１０ ４３２７ ２７４９８ 丁桂珍 丁秀红
宗楼 ９ ８２９ ３４０８ ３３６１ ２２０２１ 胡学尧 张载龙
农庄 ７ ８１０ ３１４２ ３４６４ ２３７００ 顾兆中 周宗杨
西站 ８ ８５３ ３６０９ ３２８３ ２１５３４ 袁维杰 罗玉高
七一 ９ ９１８ ４１１９ ３４０１ ２０８３２ 安群生 杜乃文
娘庄 ８ ８３２ ３３２２ ３２６１ ２２７８９ 丁佩波 丁长林
胡庄 １０ ９２３ ３６７８ ４６０８ ２０１６０ 毛进国 王志明
劳动 ５ ５２７ ２７９４ １３９０ ２３５８９ 周玉群
浪石 ５ ４１６ １７７４ ２４５０ １７０１３ 赵绪伟 李洪军
潘谈 ５ ４６３ １９６８ ２０５９ ２３６４９ 杨富春 张明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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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庄镇
【概况】 棉花庄镇面积为６２ ７６平方公里，可耕
地面积４０７８１亩。户籍人口４３３９４人。全镇下辖
１３个行政村。２０１６年完成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６３１５万元；完成地方税收１０６２万元；实现规模以
上固定资产投资９ ５亿元，比上年增长２５％，其中
工业投资９ １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３ ８％；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增量６３００万元，比上年增长２６％。完
成村集体经济总收入５８６ ５２万元，比上年增长
１５ ３４％，其中经营性收入５７５ ２６万元，比上年增
加６８ １万元，增长１３ ４３％，村平均经营性收入
４４ ２５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１９６０３元，比上年增
长２３ ５％。

棉花庄镇房屋拆迁现场
【农业经济】 ２０１６年，全镇新增设施化农业面积
１４０３亩；农业综合机械化水平达８６ ５９％；高效农
业保险保费收入占比９７ ３％；全年新增市级以上
农村专业合作社３家：淮安市淮阴区棉花庄镇武
梅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淮安市丰润葡萄种植专
业合作社和淮阴区悦鑫联旺水果种植专业合作
社；新增市级以上家庭农场２家：淮安市金永杰苗
木种植家庭农场和淮阴区棉花庄镇“幸福快乐”家
庭农场；新增市级以上龙头企业２家：江苏金福科
技有限公司、淮安普瑞纳饲料有限公司；新增省级
以上龙头企业２家：江苏老侯珍禽食品有限公司
和江苏淮安正林炒货食品有限公司；完成农业招
商项目３个，分别为：投资３２００万元的江苏淮安
棉花每鲜加电商体验馆，该项目属农产品电商建
成投产，被列为市重点推进项目；投资２８００万元

的中尚米业有限公司；投资１２００万元的淮安金福
科技有限公司。
【工业经济】 全年共招引３０００万以上项目２个：
投资７０００万元的淮安美侬科技有限公司，投资
２ ２亿元的江苏江淮新材料有限公司；在谈亿元以
上项目１个：投资２ ３亿元的邦腾环保科技。完
成规模以上工业开票销售收入３ ３亿元，比上年
增长２９ ９％；工业用电量８６４万度，比上年增长
５３ ５％；完成固定资产购置进项税１３２万元；外贸
进出口额４６７万元，实现零的突破；规模工业企业
增加２家：淮安市福德康工贸有限公司和淮安市
万福迷彩帐篷厂；新增限额以上批零住餐企业１
家：淮安市金盛农机有限公司，新增限额以上服务
业企业１家：淮安苏裕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淮
安晶荣化工有限公司于１２月通过市重点竣工项
目验收。
【第三产业】 全镇从事三产人数２８２１人，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达１０７７６万元，实现增加值１３４０万
元，增幅１４ ２％；第三产业增加值实现６２７９２万
元，增幅１７ ３％；新发展私营企业１３２家，个体工
商户２６８家；新培植限额以上批零住餐企业１家，
重点服务业企业１家；新增营业面积５０平方米以
上的批零销售户２家。

棉花庄镇村村亮工程

【村镇建设】 以大型交通工程助力镇村面貌改
变，５０３机场路拆迁征地工作，全年共拆迁７３户，
徐宿淮盐高铁共拆迁６９户，主体工程基本完工；
在全镇范围内推进“村村亮”工程，全年新增加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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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６５０盏，实现村村有路灯；同时，在全镇范围内
进行环境全域整治，全面治理生活污水，生活垃
圾，新建污水处理设施两处，新建污水管网３ １１
公里，生活垃圾实现日产日清，建立长效保洁
机制。
【社会事业】 淮安市棉花庄镇九年制学校２０１６
年被教育部命名为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
校，被教育部关工委授予“主题教育活动”示范学
校。大兴九年制学校２０１６年为开明中学输送２０
名优质生源，各个学段在全区抽测中居前列，获得

区教育局表彰；在中考中，为淮州中学、淮海中学
输送３０名优质生源。棉花中心卫生院肛肠科创
建成省级特色科室，通过省、市侨办争取到香港金
轮集团无偿捐赠７０万元项目一个，总投入２００万
元实施中医馆改扩建，项目建设面积１２７０平方
米。元旦节举办大型元旦文艺晚会，在晚会上对
２０１５年度评选出来的“五好文明户”进行表彰和
颁奖。１１月，和省级卫生系统联合举办“糖尿病
宣传日及健康知识有奖竞猜问答”活动，国家卫计
委一位司长莅临大福村参加活动。

表１６ ２０１６年棉花庄镇村级情况
村名 村民小组数 村民户数 户籍人口数耕地面积（亩）人均收入（元） 村书记 村主任
鑫园 ９ ２２７３ ６４４２ ２６２７ ２０００３ 张大权
十里 ９ ９７７ ３４３７ ２６３３ １９６９７ 张建瑞 狄开云
新河 ８ ８８１ ３０４６ ３４３３ １９６６４ 曾凡东 石　 猛
袁庄 ７ ６６５ ２３５１ ２５８１ １９４８３ 刘立平 何照清
大福 ７ ８０１ ２８７８ ２５５６ ２０１３８ 刘雪松 庄连明
顾庄 ６ ７４６ ２７４７ ３５０７ １９７２６ 顾同中 崔珠军
刘河 ８ ９７１ ３５８８ ３７０７ １９３２０ 王连伟 王凤鸣
联旺 １０ ９２６ ３２５５ ３５９９ １７９９８ 张善波 陈士飞
军田 ８ ９６４ ３３８１ ３９８０ ２０００８ 刘如军 蒋广田
大西 ９ １０１９ ３４８０ ３９９８ １９７０５ 邵国文 张万余
大兴 ３ ８６１ ２５３３ ９３９ １９７２３ 王　 聪
团结 ７ ７８６ ２７８４ ３７４０ １８４７３ 谷　 楠 张　 晶
三河 １５ １０２８ ３４７２ ３４８１ １７８５９ 石朋武

老张集乡
【概况】 老张集乡位于淮阴区东北部，离淮阴城
区不到２０公里，京沪高速公路与２３６省道贯穿全
境，京沪高速公路淮安北出口位于该乡境内，交通
便利，全乡面积５０ ８８平方公里，下辖９个行政
村，９２个村民小组，户籍人口２９４４８人。２０１６年
全乡实现财政收入１ ２２亿元，可用财力达１５９０万
元；完成固定资产投资额１０亿元，规模以上工业
开票销售收入２ ８８亿元，固定资产进项税５００万
元，新发展个体工商户１７７户、私营企业９３户，农
民人均收入达１６３１９元。

老张集乡党员为村级服务社服务
【农业经济】 ２０１６年，老张集乡引进亿元农业项
目中垦生态农业、植尔丰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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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深圳百果园项目，带动周边群众４００多人实
现当地就业；培育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性主体１５
家，家庭农场流转土地４７２９亩，帮助鼓励农户进
行大棚种植。全面启动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确权
登记颁证工作，截至２０１６年底，完成全乡９６％农
户的土地经营权证书发放工作；稳步推进农村小
型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与各村管护人员签订
协议、明确职责；创新农村耕种经营体制，成功注
册一批农村土地耕作服务社，成立郑湾村、金星
村、孙圩村土地耕作服务社，流转土地１５００亩，已
进行实际运作；培育市级以上示范合作社１家（向
阳土地耕作服务社）、新建市级示范家庭农场１家
（代河村“淮阴区冯德华农作物种植家庭农场”）。
建成郑湾稻麦示范基地１５０亩，多渠道的种植养
殖业促进农民收入较快增长。
【工业经济】 科智医疗通过市亿元重点项目验收，
投资５０００万元的慧峰聚能发电项目建成投产，推进
中垦生态农业、优康消毒、斯科尔门窗、江苏晟岳程
等企业建设。完善园区道路等配套设施，对围墙、
厂房进行高起点规划、高标准设计、高水平建设，建
设一个现代化的园林式生态工业园。实现固定资
产投资１３ ０６亿元，其中工业投资１０ ３８亿元。新
增贸易类列统企业淮安市淮阴区皇廷大酒店，新增
重点服务业企业淮安市飞扬物流有限公司。
【村镇建设】 ２０１６年，安装路灯２００盏，拓宽乡村
道路７ ２公里，开通新桥线、代河线镇村公共汽
车；投入近３００万元进行生态环境全域整治，建设
１２０余座垃圾房，配备２０００只垃圾桶，１００辆保洁
车，１００名保洁员。投入６０万元，建设张集９００平
　 　 　 　

方米党群服务中心；在代河、新桥２个村建设村民
广场，配备相应的健身器材。
【社会事业】 扎实开展计划生育工作，坚持每季度
开展一次免费生殖健康检查服务和农村计生专干
培训；向上争取８０万元扩建镇卫生院住院楼，乡村
卫生服务体系健全率达１００％；信访工作连续多年
位居全区信访稳定工作前列。新建代河村和孙圩
村三星级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惠民工程。利用上级
扶贫资金为代河、郑湾两村购买经营性用房，实施
哒哒牧业、东跃镜业和植尔丰农业科技等入股分红
项目，提升农村的扶贫造血功能。投入４４万元为代
河、郑湾两村铺设水泥路共计２０００米；投入１３０万
元建设植尔丰牌楼及护坡项目；投入１０万元用于购
买公益性岗位，５０万元直补到户；超额完成小额扶
贫贷款发放工作。全力推进农村小水厂改制回收
工作，完成小水厂改制６家，饮水安全管网通达代
河、洪涯、玉尧、张集、郑湾等５个村，入户安装２２３６
户，使用渔沟大水厂自来水户１５０９户。

老张集乡蒸蒸日上的出口企业

表１７ ２０１６年老张集乡村级情况
村名 村民小组数 村民户数 户籍人口数耕地面积（亩）人均收入（元） 村书记 村主任
金星 ８ ８０５ ２８５５ ４３７９ １６２７７ 徐利伟 卢亚宽
代河 ７ ６８９ ２３９１ ４３２０ １６３６３ 张淮城 孙洪美
玉尧 １５ １４３９ ４８３８ ６０１５ １６９５２ 王步松 郑立鹏
郑湾 １２ ９８７ ３３１５ ５６５４ １６５８３ 郑海东 余　 刚
健康 ８ ６１８ ２００４ ３９３３ １６４６２ 刘　 海 李玉成
新桥 ６ ５５１ １８９６ ４２９７ １６１５９ 徐亚军 吴雪健
张集 １３ １９６７ ５１７９ ５４７４ １８２２０ 刘　 勤 何连洪
孙圩 １２ ９１８ ３０７０ ５３２０ １６０９１ 居永尚 石朋军
洪涯 １０ ９７８ ３９００ ３９７６ １７１２２ 丁浩然 万士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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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寨乡
【概况】 古寨乡为淮涟苏北革命老区之一，位于城
北３５公里处。辖区内三干渠、六塘河、民便河纵横
交错，滋润着３１６６５亩良田。全乡面积３８ ９６平方
公里，人口２１５０１人，下辖８个行政村，５９个村民小
组。２０１６年全乡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４２００万
元。乡镇可用财力完成６６５万元。规模企业开票完
成９７００万元，比上年增长７ ８

%

。工业入库税金完
成１８５ ５万元，比上年增长３９ ８％。工业用电量完
成１０６０万千瓦时。固定资产进项税完成６５０万元。
【农业经济】 ２０１６年，古寨乡坚持以农民增收、
农业增效、农村发展为重点，积极发展规模种植、
养殖。实施银猫村等５个村高标准农田整治项
目，涉及土地整理，路桥、涵洞、防渗渠、渡槽等，总
投资４１００万元，改善九房、银猫、对口、新公和古
寨等５个村的灌排设施和群众出行条件。全乡土
地流转率达４５％，新增古西村３００亩冬枣、银猫村
魏玉林３８０亩稻田养虾和２２０亩浅水藕养鱼虾、
古寨村１５０亩西瓜种植等高效农业。
【工业经济】 在规模企业方面，培植淮江科技、丰
厚纺织、金六塘纺织等骨干企业发展，以淮江科技
为基石实现全年工业开票突破２亿元；在固定资
产购置进项税方面，帮助淮江科技完成对危化品
上岗人员培训，扩大企业营业执照范围；在外向型
经济方面，帮助引导乡内丰厚纺织等有能力企业
申请进出口自营权，鼓励金六塘纺织等有外贸业
务的企业积极向外拓展业务。全年新发展私营企
业７７家，新发展个体工商户１５６家。市重点项目
淮江科技一期于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８日通过市重点项
目验收。

【村镇建设】 ①完善九房小区基础设施建设。九
房城乡挂钩试点项目安置小区于２０１６年１月交付
使用。小区占地面积４２２亩，总投资１ ８亿元，有建
筑面积１９ ５万平方米，安置居民１１７０户。小区基
础设施完善，建设道路７ ８６万平方米，绿化１ ０８万
平方米，下水道管网１ ９５万米。小区内便民设施齐
全，设有集村支两委办公点、卫生室、集中养老中
心、便民超市、健身广场、停车场、小区物业管理公
司为一体的便民综合服务中心；集农产品销售、餐
饮、大型超市等为一体的农业商贸城综合体；集健
身广场、露天数字影院、塑胶篮球场、羽毛球场为一
体的休闲广场；打造设有“两学一做”、家风家规、先
进典型宣传等专栏的特色党建广场。②启动实施
古寨乡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复垦项目。该项目
位于古寨村后汤圩，涉及群众９２户。７月１３日，工
作组进驻，开始测量、签约、搬迁和拆除等工作，１１
月底完成土地复垦工作，通过国土部门验收。项目
实现净增耕地１２０亩，整理改良耕地４００亩。
【社会事业】 投入７０万元，改造五古路大寨中沟
桥和古钱路民便河东边沟桥，新建农桥四座，分别
为新公村２座、友谊村１座、后河村１座。投入５５
万元实施“村村亮”工程，安装短壁灯８００盏、立杆
灯２００盏。投入３０万元，疏浚古钱中沟，整治河塘
６个。推进古寨、银猫等５个村高标准农田整治项
目。上半年投入近２０００万元，新建路、渠、桥、涵等
农业基础配套设施，提升项目区的耕作水平。实施
村庄环境改善提升行动，重点开展银猫、新公等村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完成对后河村３个鱼塘、对口窑
厂鱼塘，以及友谊万柳中沟等３条沟的整治工作，改
善农村环境面貌。完成小额扶贫贷款发放３００万
元。投入３０万元，在古寨小学北侧建设关爱驿站１
个，方便老人接送儿童上学。

表１８ ２０１６年古寨乡村级情况
村名 村民小组数 农业户数 户籍人口数耕地面积（亩）人均收入（元） 村书记 村主任
银猫 ８ ４８５ ２３６０ ２６０５ １２０００ 朱兆勤 朱士艮
古寨 ９ ７５８ ３６２０ ４４２０ １６１００ 朱从尚 郭文付
友谊 ７ ５６８ ２２９２ ２６７８ １４０００ 于湛洋 李明生
九房 ８ ７３３ ２９６０ ６９５０ １５９００ 苏龙玉 朱士记
新公 ４ ５４０ ２２４３ ２２５０ １２０００ 朱宗茂 祁永川
对口 ７ ５４５ ２１２３ ２７９７ １３０００ 朱国华 高兵兵
古西 １２ ９２０ ４２１８ ７８６５ １５０００ 赵　 阳 李国林
后河 ４ ３６７ １６８５ ２１００ １２０００ 刘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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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老庄乡
【概况】 刘老庄乡位于淮安市区西北２８公里处，
是新四军八十二烈士殉国之地，全乡共有１０个行
政村，１个种猪场，户籍人口２６９２２人，总户数７５０３
户，总面积５３ ７８平方公里，耕地面积５１９４５亩。
２０１６年全乡地区生产总值超１０亿元；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实现５５００万元，地方税收实现１０４０万元，
农民人均纯收入实现１３６８５元。
【农业经济】 扩展农业规模化、产业化经营，年内
有２１８户２９００亩土地进行流转，全乡土地流转率
达到６５％，形成大户规模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家庭农场等新型土地经营模式。土地流转促进农
产品品牌的形成，如草莓、葡萄、水蜜桃、蓝莓、优
质大米等一批农产品的影响力正逐步扩大。
【工业经济】 ２０１６年，先后引进星宇刷业、汉淮商
贸、洪成米业、闽丰二期等项目，其中星宇刷业完成
全年外资到账３００万美元，洪成米业被纳入市农业
重点项目，闽丰二期接受市农业重点项目的验收。
【村镇建设】 实施完成长１１００米的街道两侧绿
化改造工程。长８６０米、宽２５米的迎宾大道延伸
工程于９月份开始施工。推进总占地４９ ０５亩、
总建筑面积４ ３万平方米的农贸城项目建设，一

期１ １万平方米工程主体完工。以郑河村集中居
住点建设为契机，投资５８００万元用于该村的美丽
乡村建设，小区房屋、绿化、亮化等配套设施均建
成。全面实施“村村亮”工程，有５个村完成项目
建设。
【文化旅游】 邀请专业团队对全乡旅游发展进行
规划设计，并邀请旅游管理部门、中介单位等到乡
进行考察，针对２０１６年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专
业性的意见，在加强旅游点管理的同时，加大对外
宣传力度，如编撰刘老庄乡一日游手册，通过微信
等网络平台推介旅游项目和旅游产品等。加大对
新的旅游景点的招引开发力度，千亩休闲观光农
业体验区项目正在有序实施。
【社会事业】 ２０１６年，刘老庄乡列入年度为民办
实事项目１５件，完成１３件，正在实施的２件。
保障群众出行，新铺设农村道路６７６０米，新建和
改造桥梁６座。完善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完成
１ ３万亩的优质稻米基地项目。全面完成农村
小水厂的前期处置工作，为后期平稳施工奠定基
础。巩固村庄环境综合整治成果，保证农村环境
整洁。实施完成敬老院升级改造工程，为集中供
养的老人提供一个舒适的居住环境。实施困难
弱势群体关爱工程，全年共帮扶１６０人计４ ５５
万元。

表１９ ２０１６年刘老庄乡村级情况
村名 村民小组数 农业户数 户籍人口数耕地面积（亩）人均收入（元） 村书记 村主任
刘皮 ９ ７６０ ２８８５ ３１７１ １５９７８ 刘亚洲 刘海国
南营 ８ ６１２ ２２４５ ５８５２ １４３３５ 王亚军 胡建虎
刘老庄 ４ ５８３ １７８９ ３０７４ ２０６５１ 朱　 林 苏炳文
郑河 １２ １０５７ ３９６９ ７１７５ １７３６７ 洪家银 姚建平
夹树 ５ ４３９ １６４４ ３６７４ １６６５３ 洪家刚 洪家南
姜庄 ５ ４３９ １５５６ ３５１８ １２３６７ 金　 托 余久林
红星 １１ ８６０ ３１９２ ５６７３ １２４９８ 薛　 峰 马成军
杨庄 ８ ６４９ ２３４７ ４６３５ １２１９６ 杨　 波 徐大刚
双庄 ７ ５９８ ２１００ ４８８９ １０６１０ 陈延龙 刘树杉
同心 ９ ６０６ ２２６１ ４８７４ １２２９１ 张绍权 朱从明
种猪场 ９ ９００ ２９３４ ５４１０ ２０３６４ 傅道斌（兼职）

２０２ 　 淮阴年鉴（２０１７）



三树镇
【概况】 三树镇位于淮阴区西部，距离市区１５公
里，东临淮沭河与袁集乡相望，西与泗阳隔运河相
望，南与凌桥乡接壤，北与渔沟镇毗邻。辖１５个
行政村，１２６个村民小组。全镇总面积７８平方公
里，可耕地面积５６６５３亩。户籍人口４８０００人。
２０１６年实现财政收入５４９５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１ ４６万元。
【农业经济】 ２０１６年，三树镇坚持用工业化理念
推进农业，着力打造基地、加工、营销、市场４个
“车间”，推动农业发展方式由传统型向外向型、由
粗放型向集约型、由零散低效向规模高效型、由耗
能污染型向科技生态型转变，由农业大镇向农业
强镇转变。完成１０００万元以上农业加工项目１
个，５００万元以上农业加工项目２个，均占任务数
的１００％，完成１个省级示范合作社和１个市级示
范合作社，创建１个省级家庭农场、１个市级示范
家庭农场。新增高效设施农业１２００亩，占全年任
务数的１５５ ８％；新增高效渔业面积２２０亩，占任
务数１８３ ３％；农业综合机械化水平８４ ７６％，占全
年任务数１０７％。高效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占任务
数的１１０％。
【工业经济】 全年完成１０亿元以上项目１个；完
成市级亿元农业项目１个；完成５０万元以上总部
经济项目１个；实现规模以上开票收入１３１７７万
元，占任务数２７５％；完成新增列统企业３家，占任
务数１５０％，完成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１１０６５万
元，占任务数１１７％。出台《三树镇城西工业园区
优惠政策的若干规定》，优化投资环境，推进园区
基础和配套设施建设，破解项目建设过程中水、
电、路、讯等难题，对落户三树的项目一律实行挂
牌保护，实行保姆式服务，提高服务效率和服务水
平。园区建成标准化厂房８万平方米，入驻企业
共１３家。

【第三产业】 ２０１６年，三树镇把返乡农民工、高
校毕业生、下岗失业人员等就业创业作为工作重
点，为创业者开辟绿色通道。推出“创业培训＋实
地参观＋外出考察”拓展式培训模式，聘请市区培
训专业人员进行创业培训，发挥镇、村远程教育平
台的作用，对返乡农民工开展技能培训，免费发放
创业政策宣传资料。加强信贷扶持，解决创业人
员创业之初在项目资金上的“瓶颈”制约。全镇共
发放小额贷款１２４１万元，新增个体工商户１６５
户，实现创业带动就业的倍增效应。
【村镇建设】 三树镇重点实施书香花园、商务市
场、南园小区、华树商贸城、三兴小区、如林超市、
景观街道、垃圾中转站、污水处理厂等１３个重点
集镇建设项目，集镇在建商住房面积超过１４ ５万
平方米，新建和改造集镇主干道１ ８９公里，下水
道５公里。形成“七纵七横”的框架，镇中心人口
由原来的７４３０人增加到目前９１５０人，城镇面积由
１ ６平方公里扩大到２ １平方公里。
【社会事业】 全镇纳入低保对象共５６５户，１１６０
人；在镇敬老院集中供养“五保”对象４２人，分散
供养“五保”老人１９６人，做到应保尽保。改造危
房１７户，缓解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难。６３８０名年
满６０周岁以上的老人都能按时领取养老金。蒋
集九年制学校在区教育局教育教学目标综合考
核中获优胜单位；２０１６年中考获初中教学质量
一等奖；２０１６年创新创优项目获二等奖。三树
小学获教育部首届“全国青少年学生法治知识网
络大赛”复赛阶段优秀组织奖，市“文景钢铁杯”
青少年足球比赛女子组第二名。三树卫生院建
有１４个社区卫生服务站、１个分院。全镇１５个
行政村全部建成农家书屋，每个农家书屋的藏书
种类达到５００种以上，藏书１５００册以上，音响制
品５０种。２０１６年春节举办民俗巡回演出。全年
累计送戏下村演出１８场、送电影下村１５０场。
有线电视１５个村全部通达，农村有线电视用户
５５００余户。

表２０ ２０１６年三树镇村级情况
村名 村民小组数 村民户数 户籍人口数耕地面积（亩）人均收入（元） 村书记 村主任
张桥 １０ ８０２ ３８５７ ４５４５ １２９９４ 张绪杰 韩志军
跃进 １２ ９８０ ３７１３ ５３７６ １２９８３ 严士林 何其烨

３０２乡镇概览　



续表
村名 村民小组数 村民户数 户籍人口数耕地面积（亩）人均收入（元） 村书记 村主任
三树 ２２ １７５１ ６６５２ ３５４９ １４３３９ 王树楼 胡建吾
新星 １０ １３０６ ４７７９ ５３５０ １３３４９ 陈际书
树西 ６ ６０５ １８５２ ２７８０ １２９５１ 王　 磊 于志荣
四门闸 ５ ５８７ ２７９５ ３４３０ １２９１７ 高　 刚 赵正江
汪洼 ５ ４９５ １９８８ ３２６８ １２８８４ 丁祖洋 万孝成
联盟 ９ ７６７ ２４６８ ４７２１ １２６４１ 王志刚 王学勤
周集 ８ ８１０ ２７３１ ４１６３ １３０７３ 韩鹏先 王学飞
梨园 ５ ４５５ ２３０１ ２６４３ １３０２１ 孙殿波 朱发开
三岔 ４ ５５５ １９０２ ２５８６ １３０６８ 卜奎宝 俞金宏
三坝 ７ ９５６ ３４７３ ３７７８ １３０５４ 范开高 潘从超
蒋集 １０ １２３６ ５３２６ ４２０６ １３５５４ 蒋茂林 陈　 实
渠北 ８ ６９４ ２４４９ ３１８５ １３１７７ 汤茂松 董明超
高尚 ５ ５５２ １７１４ ３０７３ １３２６２ 李广林 刘开科

吴集镇
【概况】 吴集镇位于城区西北约２５公里处。东
临淮沭河与五里镇相望，西隔淮泗河与泗阳县八
集乡接壤，南与渔沟镇相接，北与西宋集镇毗邻，
淮泗河、跃进河由南向北穿过，吴八路贯穿该镇东
西，是通往八集、魏圩的要道。全镇东西长约１０
公里，南北宽约５公里。该镇以种植旱作物为主，
“将军果”牌和“吴集”牌花生是吴集镇名牌产品。
镇人民政府驻吴集街。全镇户籍人口３６０６５人。
【农业经济】 吴集镇先后引进能人大户３０人，流
转土地近１万亩，重点打造以花生种植基地为龙
头，以高效设施农业、花卉果园、旱田水产养殖为
主导产业的“１ ＋ ３”特色农业。搭建电子商务网络
销售平台，以大学毕业生、大学生村官、返乡创业
青年和个体经营户为重点，培养农村电子商务创
业带头人，鼓励群众投身于电子商务创业，实现农
特产品网挂销售。新成立合作社１０８家，家庭农
场９１家，土地耕作服务社６家，农村产权交易服
务中心１个。完成申报市级以上示范性家庭农场
２家，市级以上示范性合作社２家。该镇因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培育工作突出，２０１６年度被市委市政
府表彰为先进乡镇。

【工业经济】 ２０１６年引进的信和包装项目，已完
成开工、竣工；引进的４亿元项目，远景公司风力发
电项目进入选址阶段，并有望在２０１７年开工建设。
先后发展个体私营企业１００家，新增个体工商户
５００家，截至年底，全镇共有列统企业２５家，其中工
业列统企业１５家、服务业列统企业４家，贸易业列
统企业６家，全年实现规模工业开票销售３ ３亿元，
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６亿元。
【村镇建设】 ２０１６年，全镇累计投入１０００万元资
金，清理河塘２万立方米，杆线迁移５００根，新建
污水处理厂，新建污水管网２ ８公里，新购置１万
余只垃圾桶、３６辆保洁三轮车、１５０件保洁服装，
建造９３２座垃圾房（池）。做到每个农户发放一个
垃圾桶、每个自然村庄建造２ ～ ３个垃圾池、每个
村配套１ ～ ２台垃圾拖运车。组建一支１００名保
洁员，１５名垃圾清运工的环卫队伍，实行全天候保
洁，初步实现河道水面清洁、田间地头清洁、居住
环境整洁、街道绿化亮化达标的良好局面。跃进
河２０１４年被评为“最美乡村河流”，淮泗、民主２
个行政村于２０１５年被省水利厅评为“最美乡村”。
吴集镇２０１６年被评为市村庄环境整治长效管护
五星级乡镇，成为淮阴区首家获此荣誉的乡镇。
【社会事业】 ２０１６年，吴集镇先后投入２０００万
元，完成省基建工程渠西河治理项目、中央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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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旱改水工程、竹洛坝灌区节水改造及续建配
套六、七、八期工程、中央财政资金重点县工程，
新建防渗渠道３５ ６千米，新建灌溉泵站４座，配
套大小桥涵４００座，改造农田２ １５万亩，形成田
成方、路成框、林成行、渠成网的生产布局。累计
完成土地拆挂２５３户，新增耕地面积４７８ ２６亩。
废弃矿复垦５０亩，占补平衡土地１５０余亩。投
入１０００万元，在全镇范围内铺设近４５公里水泥
路，新建跃进河新园大桥，改造危桥４０座，对总
长度为２５公里的吴八路以及包圩、后荡两村９
公里四级路从３ ５米扩宽到５ ５米，新通镇村公

共汽车，解决群众出行难问题。实现农村养老保
险和新型合作医疗的全覆盖，提高低保标准，加
大小额扶贫贷款发放力度。镇财政连续三年对
新入学贫困大学生进行资助、成立全区首个三星
级残疾人就业扶持基地。全镇涌现出一批关心
留守儿童、帮助残疾人就业、做产妇“保护神”的
先进典型。２０１６年度“太阳花”爱心社团获“江
苏省‘十佳’巾帼志愿服务队”称号。中小学入
学率和巩固率均达到１００％，新建卫生院病房楼，
改善镇村两级医疗卫生条件。开展送戏下乡活
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表２１ ２０１６年吴集镇村级情况
村名 村民小组数 村民户数 户籍人口数耕地面积（亩）人均收入（元） 村书记 村主任
吴集 ５ ８６７ ２８７９ ２１１５ １５５７８ 严启荣 宁作祥
兴和 １１ １１０３ ４４６８ ４９５０ １５１５２ 史家才 杨启宏
包圩 ５ ７７３ ３１７７ ３９３０ １５４０９ 包建文 韩卫国
后荡 ６ ６６２ ２５５８ ３１５０ １５３１０ 朱鲁兵 杨恒飞
新园 １３ １１７２ ４６４５ ６５１０ １５２９６ 何　 乐 史益军
黎明 ９ ８７３ ３６７８ ４５００ １５２１８ 杨　 岩 陈　 勇
民主 ９ ６７７ ２７８１ ３２１０ １５２９５ 尤宜兵 钟克勤
淮西 ６ ５０９ ２２２１ ２０１０ １５０９２ 周立刚 周金良
振兴 ６ ７０６ ２９６３ ３６９０ １５２６２ 朱广先 季正元
倪祠堂 ３ ３０２ １３１３ １４１０ １５１３０ 葛晓芹 倪前虎
三和 １４ １２９７ ５３８２ ５８５０ １５３５８ 朱广先 吴建平

渔沟镇
【概况】 渔沟镇位于淮阴区西部，全镇面积９９ １
平方公里，户籍人口６７４７０人，下辖１８个行政村、１
个居委会。其中，镇区面积２ ４平方公里，常住人
口２ ３８万人。渔沟镇距淮安市区和宿迁市的泗
阳县城均１０公里，３２５省道横贯东西，淮沭新河
纵贯南北，京沪、同三、宁连、盐淮徐等４条高速
公路穿境而过；２０５国道、新长铁路环绕左右，１５
分钟即可抵达淮安机场，是３２５省道淮安市西大
门、淮阴区淮泗片经济、文化、商贸中心。２０１４
年，先后被确定为全国重点镇、省级重点中心镇、
国家级生态镇，２０１６年成功创成江苏省卫生镇。

渔沟工业园区被列为区“一区五园”平台之一，成
为淮安高新区机械装备产业园，２０１６年被评为
市级经济园区。
【工业经济】 ２０１６年，实现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
资１１亿元、工业固定资产投资１０亿元、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１ ０９亿元、规模以上工业开票销售收入
５ １亿元。投入５０００万元新建园区６条道路、配
套管网及景观提升工程，形成“四纵三横”道路框
架，实现“五通一平”，新增项目承载面积１０００亩。
２０１６年新增销售超亿元企业１家；总投资５亿元
的闽泉纺织科技、５ ６亿元的维福莱科技、３ ２亿
元的浩海工贸和１ ５亿元的固基管桩项目相继落
户。渔沟工业园被市政府确认为市级经济园区。
处置华强木业等３宗２７０亩闲置土地，提高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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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利用效率。
【集镇建设】 完成集镇总体规划修编、工业园区
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作为集镇建设的蓝本。
确立“千年古镇、工贸强镇、宜居靓镇、区域重镇”
为发展定位，力争通过３

#

５年的努力，将渔沟建
成“区域副中心，特色小城市”。抓住省级重点镇

２０００万元奖补资金这一机遇，撬动４０００万元社会
资本，实施老镇区道路改造和景观提升工程。总
投资２ ９５亿元的渔沟镇新型城镇化建设（一期）
项目被列入２０１６年省财政厅ＰＰＰ项目库。完成
８００亩征地拆迁任务，其中新型城镇化建设ＰＰＰ项
目正在积极创建“市级廉政文化示范点”。

表２２ ２０１６年渔沟镇村级情况
村　 名 村民小组数 村民户数 户籍人口数 耕地面积（亩） 村书记 村主任
陶　 营 ６ ６００ ２７２４ ２５６７ 诸海兵 李玉波
卢　 华 ６ ５２０ ２６８５ ２９７８ 诸海兵 华明灿
杨　 庙 ７ ６６０ ２７６１ ３５３１ 单业高 石学国
新　 民 ８ ６５１ ２６５５ ３７７６ 张　 宏 李朝华
淮　 河 ８ ５６５ ２６５８ ３６３３ 王尊国 陶士玉
西　 河 ８ ６６７ ２９２５ ３６１７ 蒋宗国 丁　 飞
蒋　 桥 １４ １４６７ ６５４７ ７３８５ 蒋兆荣 蒋永宝
汪　 庄 ５ ６０１ ２９７１ ３５１４ 胡　 毅 汪厚华
鹏　 里 ６ ５９８ ２７９６ ４８６３ 董秀泉 吴洪明
兴　 渔 ６ ７７３ ３３４６ ３９１９ 张忠元 段华正
渔　 沟 ６ ８９８ ８９１３ ２９２５ 龚新连 丁海林
程　 圩 ９ ７１３ ２９７２ ３６２８ 陈　 亮 尚兆玉
何　 庄 ８ ６２７ ２７８０ １９４６ 朱明先 姜明锦
裘　 庄 ８ ５２６ ２７３８ ３４１５ 裘　 超 胡业明
韩　 圩 １５ １０８１ ６１５２ ５０２６ 韩绪银 朱志国
董　 巷 ５ ４９６ ２４７３ ２７１８ 吴福忠 刘海礁
包　 河 ６ ４５７ ２７３２ ２４５９ 王华银 崔焕文
徐　 赵 ９ ５９２ ３１２１ ３５６７ 徐佳佳 张登中
居委会 － － ３５２１ － 吴秀梅

王兴镇
【概况】 王兴镇位于淮阴城区东北１３公里处，镇
域面积６１ ３平方公里，东隔盐河与涟水保滩乡相
望，北与涟水县蒋庵乡接壤，西与棉花庄镇毗邻，
南连新渡乡。镇政府驻王兴街。下辖１２个行政
村（居）、９６个村民小组、９１３３户、户籍人口３４６９１
人，财政收入７３３６ ５６ 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１６７５８元。
【农业经济】 ２０１６年，实现村集体收入３２５ １万
元，发放扶贫小额贷款６７０万元。总投资５０００万元

的鸿淮家居项目竣工投产（纳入市考核３０００万元
以上农业加工项目）；新发展高效设施农业６２０亩，
高效渔业面积１２０亩；全镇农机化水平达８７ ２％；
完成三麦水稻保险２ １万亩，主要种植业承保面达
９５％，高效设施农业保险保费占比５６％。新成立家
庭农场９家、合作社４家。成立农村产权交易中心，
全年完成交易３５笔，交易额１１５０万元。全镇１２个
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率达９５ ５％。
【工业经济】 总投资１亿元的瑞丰科技项目基本
建成，即将全面投产；总投资１亿元的固岩建材项
目建成投产；总投资５０００万元的宏广礼盒二期项
目竣工投产。总投资１０亿美元的德国曼兹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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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薄膜发电项目、总投资２亿元的单晶硅光伏发
电项目正在紧密跟踪洽谈。规模企业实现开票约
２ ８亿元，工业入库税金实现增幅１６％，工业用电
量完成１１５万千瓦时，增幅实现８ ２％；规模以上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７ ５亿元，其中工业投资完成
５ ４亿元，完成全年任务；新成立私营企业１１０个，
新增加个体工商户１２０个，超额完成全年任务；新
培植工业规模企业２个，批零企业２个，服务业企
业１个，外贸完成３５０万美元。
【村镇建设】 全力抓好防违治违工作，加强街道秩
序、卫生管理。抓实农村环境全域综合整治工作，
基本形成长效管理机制，村庄环境长效管护合格率
达１００％，拉网式综合整治村完成４个。综合整治
试点工程完成练湖村、安庄村管网建设。用８天时
间完成徐宿淮盐高铁沿线６２户的搬迁工作，采取货

币＋产权置换方式对搬迁户全部妥善安置。
【社会事业】 镇卫生院投入２８０余万元购置１６
排螺旋ＣＴ，方便群众看病。对特殊群体减免诊疗
费用２６ ７万元。镇卫生院获得“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度
国家建设群众满意乡镇卫生院”称号。继续健全
低保、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全年核减不符
合低保条件的农户３７户８３人，新增３０户７４人。
有线电视实现组组通，新增数字电视入户５００户。
新建农桥８座，疏浚中沟２条５ ２公里，整治村庄
河塘１２个、农沟５条。饮水安全工程三级管网铺
设全部完成，管道入户５８００户，小水厂回收处置
率１００％。信访稳定工作扎实开展，无造成不良影
响的信访案件。年度考评获区综合一等奖、市先
进单位。认真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全年无安全事
故发生。

表２３ ２０１６年王兴镇村级情况
村名 村民小组数 村民户数 户籍人口数耕地面积（亩）人均收入（元） 村书记 村主任
王兴 ５ １０８６ ３３２８ １５７９ １７０８５ 耿树洪 李清华
新兴 ７ ８０２ ３０６５ ２８８１ １７０４４ 陈士飞 陈士琛
安庄 １０ ８５７ ３３８４ ３１２５ １６５１５ 齐振飞 袁文功
开庄 ６ ５５３ ２０６０ ３５５１ １６５２０ 杨根宝 顾士连
桃田 １０ ８９４ ３３８６ ３７０５ １６９５８ 耿树洪 金海权
高荡 ６ ５８９ ２１４２ ２２８０ １６８９６ 史耀东 王振操
长兴 １１ ６６７ ２６０８ ３６２９ １６８７５ 余长香 徐敏军
肖荡 ８ ７４１ ２９７１ ３９７１ １６５２２ 肖善云 肖士清
沿河 ６ ４９７ ２０５０ ２０２９ １６４４９ 丁敏芝 尹希元
团结 ７ ６３９ ２４９２ ３２５１ １６４１０ 胡金春 齐云祥
两淮 ９ ８９６ ３５４１ ３８２５ １６８９２ 薛　 明 张万树
练湖 １１ ９１２ ３６６４ ３４８５ １６９３０ 王树志 胡学海

新渡乡
【概况】 新渡乡位于淮阴、清江浦、市经济开发
区和涟水三区一县交界处，离城区５公里，距离
淮安机场１５公里，交通便捷。全乡总面积４４ ４２
平方公里，可耕地面积２ ３７万亩。户籍人口３０９８２
人。２０１６年乡财政收入约０ ９２亿元，人均纯收入１ ８
万元。

【农业经济】 ２０１６年全乡新增高效设施农业
１２００亩，形成朱集、三杨、新桥和沙荡、新渡、夏圩
等两个千亩连片大棚蔬菜生产基地。淮涟草莓是
新渡乡农业特色产业，享誉淮安市。全乡新增家
庭农场８个，新增合作经济组织２个，创建市级示
范社１个。农田水利设施进一步完善，投入１２０
余万元，改造朱集沙荡北站，沙荡东、西站等水泵
站３座；投入约８３万元，修建一事一议道路４条约
３ ３５公里；投入４４万元，新建农桥６座；投入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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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新建防渗渠道２条计１ １公里，有效地改善
农民生产、生活条件。
【工业经济】 ２０１６年，竣工项目１个（与区农委
共同引进的投资３０００万元的凯德亚食品“二期技
改”农业项目，通过市重点办验收，竣工投产）；在
建项目１个（淮安国际自行车城项目）；开工项目２
个（一是与交通局和人社局共同引进的总投资２８
亿元的城东港区项目；二是投资１３０亿元的养老
养生产业小镇，于１１月５日开工建设）；签约项目
１个（江苏新海石化有限公司的“新渡服务区”项
目）。全年工业企业开票销售约２ １亿元，工业用
电量达４５０万千瓦时；新发展私营企业３３家，个
体工商户２６户。

【社会事业】 全乡投入近１５０万元用于农村环境
综合整治工作，对村庄和集镇环境进行全方位保
洁，实施保洁长效管理机制。加强集镇管理，对路
边的经营摊点划定经营范围、规范秩序，组建专门
队伍进行长效管理，有效解决多年来主要道口交
通拥堵的问题。实施道路亮化工程，安装路灯１３９
盏，方便群众晚间行路。实施解困房机制，乡政府
出资装修安置房，用于特别困难群众临时过渡安
置。投入近３万元，在淮河东路路灯杆上新安装
１１０面道旗，架设移风易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等内容公益广告牌７幅，在佟洼小区内安装１２块
固定宣传牌，在各村张贴文明城市宣传牌５０个，
印发宣传资料５０００份。

表２４ ２０１６年新渡乡村级情况
村名 村民小组数 村民户数 户籍人口数耕地面积（亩）人均收入（元） 村书记 村主任
佟洼 １０ １１６５ ４４０６ ２３７９ １６６３０ 包文勇 魏建奎
朱集 １２ １５３４ ５４１０ ２７７０ １２１８７ 闫国庆
夏圩 １１ １４４６ ５３２４ ４７７５ １３５２３ 夏克大
双坝 ６ ７９６ ２３９６ ８６５ １４６７１ 卞永军
淮涟 ６ ８３０ ２８２６ ２０１１ １１７０７ 谢明鑫
新渡 ９ １００５ ３１８８ ２２２１ １３２２２ 陈国忠 徐大伟
沙荡 ５ ６３５ ２２６２ ２３０４ １０５４９ 潘　 飞
新桥 ８ ７２７ ２４９４ ２７９９ １０６５４ 徐　 永 张绍武
三杨 ６ ７０４ ２６７６ ２６９５ １２３４４ 薛继光

徐溜镇
【概况】 徐溜镇位于淮阴区西北部，距城区２５公
里。东邻古寨乡、刘老庄乡，西接西宋集镇，南连五里
镇，北隔六塘河与沭阳县钱集镇相望。２０５国道穿境
而过，附近有３２５省道、宁连一级公路、新长铁路、宿
淮铁路、宁淮高速等交通要道。镇域面积８９平方公
里，户籍人口３９５６３人。下辖２个居委会、９个行政
村。２０１６年徐溜镇社会生产总值１６ ６亿元。２０１４年
７月２１日徐溜镇被列入全国重点中心镇。
【农业经济】 ２０１６年，徐溜镇新增土地流转面积
５０００亩，新引进培育农业企业３家，为１２０个农民提
供就业岗位，全镇的农业产业工人达到４００人，增加
群众收入１５０万元。依托镇农业产业园新建一个
３５００平方米的农产品加工中心，该加工中心运营后，

可为５０名农民提供就业岗位，为群众增收７０万元。
【工业经济】 ２０１６年，徐溜镇引进群悦工贸、利
欧浦电光源两家亿元以上企业，实现工业开票销
售４ ５亿元，入库税金２０００万元，全镇工业企业
职工人数超２０００人。镇工业园区一期轮廓初步
形成，完成创业大道、兴盛路、科技路、发展路等道
路基础设施建设，园区内形成五纵七横道路网，基
本实现“五通一平”。
【村镇建设】 ２０１６年，徐溜镇开工建成１２万平
方米的明珠花园小区一期工程；累计投入８００万
元，对前废六塘河环境进行综合整治，确保镇区污
水全部进入污水处理厂，实现镇区污水处理“全覆
盖”；改造８９户旱厕，建设公厕一座，垃圾房４座；
维修旭日大道、和益大道、繁荣路等道路１ ３２万
平方米。加大景观提档力度，在前废六塘河两岸
建成占地１２亩的群众游园，使前废六塘河成为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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溜镇群众休闲、亲水、观光的好去处。三级管网铺
设做到全部入户，全部送水；通过“一事一议”奖补
资金，对吴江村和淮北村新修三条道路；路灯“村
村亮”工程全部完成。
【社会事业】 徐溜中心卫生院服务辐射到周边６
个乡镇群众，辐射人口达到２０余万人。徐溜镇中
心小学新校区设２５个教学班，并配齐先进的教学
设施和教学软件，实现办公自动化、教学多媒体

化。该校先后获得“江苏省德育工作先进学校”
“江苏省象棋奥林匹克俱乐部”“市课程改革先进
单位”等荣誉称号。全镇８个行政村农民健身器
材全部安装到位，１１个行政村农家书屋全部开放，
丰富群众体育文化生活。镇里斥资兴建集文化、
娱乐、绿化于一体，占地面积为１２ ７亩的农民文
化广场，兴建一座拥有５６个车位的汽车影院，均
投入使用和运营。

表２５ ２０１６年徐溜镇村级情况
村名 村民小组数 村民户数 户籍人口数耕地面积（亩）人均收入（元） 村书记 村主任
徐溜 ２０ １５７８ ９５７２ ５８５０ １７９００ 吴家琪 赵成建
韩庄 ７ ４９６ ２４８６ ２２３５ １７９００ 吴洪军 程学猛
涵洞 ６ ４１８ ２０６８ １２７５ １７９００ 纪志远 周建宇
张庄 ６ ４２３ １７８７ ２９７０ １７９００ 史绍喜 周大峰
金城 １２ ７４４ ３１２４ ６９４５ １７９００ 丁长青 阙永顺
新和 ９ ７３４ ３２９８ ５９８５ １７９００ 孙　 震 苏　 林
民主 １０ ７０８ ３２０２ ５４７５ １７９００ 刘绪军 李守光
长庄 １０ ６７７ ３０９２ ４５９０ １７９００ 钱济权 潘爱彦
淮北 １０ ７９６ ３８６４ ５７００ １７９００ 金建洲
创业 １１ ８１０ ３６７８ ５８６５ １７９００ 周兴举 杨保中
吴江 １０ ７５６ ３３９２ ４２４５ １７９００ 吴其建 于　 伟

五里镇
【概况】 ２０１６年，五里镇镇域面积５３ １２平方公
里，可耕地面积３６５４８亩。下辖１１个行政村，户籍人
口２９７２６人。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６９７１万元，
财政收入完成０ ６５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１ １９万元。
【农业经济】 五里镇实施投资１３２０万元的镇东南
片区农业开发项目、投资６７０万元的基本农田整治
项目和投资２００万元的优稻基地项目，完善农业基
础设施配套，为农业的高产稳产和产业结构调整奠
定基础。土地确权发证工作顺利开展，全镇共完成
权属调查６９５３户，占任务数１０５ ９６％，承包地合同
面积为３４３６５ ４３亩，完成审核公示户数６９５２户，占
任务数１１１ ５２％；完成完善合同６９５２户，占任务数
１１１ ５２％；完成登记簿６９５２户，占任务数１１１ ５２％。
【工业经济】 五里镇规模以上工业开票销售完成
４亿元；工业用电量完成９２０万千瓦时；规模以上固
定资产投资７ ０５亿元，其中工业投资５ ９亿元；新

五里镇环境整治后的路面
发展私营企业１１５家，新发展个体工商户１２２家；投
资１ １亿元的淮海型材二期（木塑共挤项目）、投资
１ ２亿元的金鑫光伏二期项目、投资３５００万元的康
美制药中药饮片加工项目被纳入市重点项目。招
引外资项目３个：与现代商管中心共引的注册２０００
万美元的外资建设项目，于４月１５日签订框架协
议，正在进行工程招标；注册３００万美元的养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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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外资手续办好，待土地规划调整后开工建设；注
册３００万美元的中美合资高分子材料置换园区企业
一个，高新区同意入园，正在草拟合同。

五里镇敬老院

【村镇建设】 五里镇加快推进“村村亮”工程，新
安装路灯１４２盏，全镇１１个村全面完工。铺设农
村水泥路１０公里，改造生产桥４座，泵站６座。利
用城乡拆挂的契机使老郑村３８户居民从交通不
便的自然村搬迁到集镇居住，为工业经济发展和
集镇建设提供９２亩建设用地。
【社会事业】 对全镇低保、“五保”工作进行核
查，确保动态管理，应保尽保，应退尽退，完成优抚
对象、老人尊老金发放对象核查拍照采集工作；完
成３６９位重度残疾人核发换证工作。投入８０余
万元，对镇敬老院的消防设备进行改造。启动新
一轮扶贫开发建档立卡工作，全镇建档低收入农
户４３００人，完成扶贫小额贷款发放６４２万元。不
断提升医疗卫生条件，卫生服务站覆盖１１个行政
村，解决群众看病难问题。

表２６ ２０１６年五里镇村级情况
村名 村民小组数 村民户数 户籍人口数耕地面积（亩）人均收入（元） 村书记 村主任
五里 ５ ５８５ ３７８２ １５７２ １７８２０ 张云霄 丁祖志
镇南 １０ ７５３ ２９６１ ４２６４ １６４８６ 陆华明 徐涛春
老郑 １１ ７１２ ２５０１ ４１５０ １６７２２ 郑学峰 张长居
大树 ８ ４８４ ２２５１ ３４０６ １５２０１ 朱　 兵 郭士伟
镇北 １２ ７９２ ３２４６ ４９２６ １４９４１ 金宗明 周长林
涧桥 ９ ６０２ ２５３２ ３９４１ １５２０３ 周文虎 曹乃科
花园 ７ ４８８ ２３６０ ３０８０ １５７４９ 蒋同春 蒋同雷
桃园 ９ ５２２ ２１００ ２８９７ １５１４８ 王兆兵 张广庭
刘洼 ５ ４５６ １９８５ ２８１５ １４７７６ 刘俊如 刘学刚
民强 ９ ７９５ ３２３０ ２９００ １６５０９ 李小田 周厚喜
双农 １１ ６９１ ２７７８ ２５９７ １５３２１ 唐维礼 曹金双

西宋集镇
【概况】 淮阴区西宋集镇位于淮阴区西北３５公
里处，与宿迁市的沭阳县、泗阳县接壤，是“两市三
县”的交界地带，由东向西有淮沭河、渠西河、跃进
河、淮泗河和六塘河５条河流穿过，向东６公里处
有２０５国道和新长铁路，向南１６公里处有３０５省
道，水陆交通便捷。２０１６年底，全镇面积为８５ ２
平方公里，可耕地面积５９００６亩，下辖１２个行政
村、２个社区、１４４个村民小组，户籍人口５１２６９
人，在校中小学生３９０５人。镇财政收入０ ６亿

元，农民人均纯收入１３０２９元。

淮阴区领导到西宋集镇观摩重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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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经济】 ２０１６年，西宋集镇引进投资１０ ５亿
元的沪江畜业现代生猪产业项目；投资３０００万元
的同玉禽业苗鸡养殖项目，通过市重点项目验收；
投资１１００万元的金色满园中草药种植专业合作
社，年产瓜蒌１０万公斤；投入１０５０万元的亿瑞禽
业全机械化鸡棚肉鸡养殖项目，年出栏肉鸡４０ ～
５０万羽；注册成立并实现规范运作的土地耕作服
务社３个，培育市级专业合作社１家，区级家庭农
场１家，其中土地耕作服务社工作得到市、区领导
的充分肯定。

西宋集镇立足镇情实际探索村级发展新思路

【工业经济】 引进毕图新材料、嘉百惠购物中心、
富源包装等５０００万元以上项目３个，嘉百惠商业
街项目通过市重点项目验收。规模以上工业开票
销售、固定资产投资等均超额完成全年目标，净增
工业列统企业２家（淮安市富源包装材料有限公
司、淮安市淮扬木业有限公司），批零住餐企业１
　 　 　 　

家（淮阴区嘉百惠超市），重点服务业企业１个（淮
安市齐天文化服务有限公司）。
【村镇建设】 ２０１６年，投入１４１ ２万元，对汤集、
宋集村进行全域环境整治，新建垃圾房１５２座，铺
设污水管网４ ２公里；投入资金１００万元，提档升
级集镇主干道２ １公里，安装路灯５６盏；投入２１
万元，改造集镇街道，铺设人行道１４００平方米、路
牙石７４０米，美化亮化集镇。
【社会事业】 ２０１６年，全镇累计投资２８６万元用
于农桥、道路建设，实施农村道路提档升级工程、
老西线和六支渠１０公里道路拓宽、跃进河大桥扩
宽、淮泗河３座危桥新建以及“一事一议”项目７
个；启动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铺设二级管网１ ６万
米，三级管网６ ４万米；农业保险覆盖率达８０％，
全年累计赔付４７ ２６万元；成立西宋集镇爱心协
会，筹集爱心资金３４ １万元，开展助学、助教、助
困等爱心事业。

西宋集镇召开２０１６年上半年村级述职点评会

表２７ ２０１６年西宋集镇村级情况
村名 村民小组数 农业户数 户籍人口数耕地面积（亩）人均收入（元） 村书记 村主任
宋集 １１ ９５６ ４１７８ ３４７６ １３４９５ 刘绪宝 王登新
汤集 １４ ８６３ ４７３６ ５６５０ １３４３６ 汤如中
洪北 ６ ４８８ ２５０４ ３３２０ １２９９７ 戴家贵 戴家左
三王 ７ ４９２ ２５７１ ２８２７ １２８７５ 孙大茂 纪德洋
兴旺 ８ ６４６ ３１３０ ３４９６ １３１２６ 曹正国 高言中
同丰 １３ ９９８ ４２４５ ５８５３ １２７５６ 陈中展 王兆开
沈圩 １１ ７９７ ３６９０ ４９２１ １２９２６ 杜业贤 田玉明
跨洪 １１ ８０１ ３８４５ ５５９８ １３６８５ 王先安 朱育祥
戴梨园 ９ ６３６ ３１４５ ３５０４ １２９５６ 王国柱 蒋其军
合兴 １１ ７４６ ３５６１ ３２５０ １２７８３ 吴洪政 陈延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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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村名 村民小组数 农业户数 户籍人口数耕地面积（亩）人均收入（元） 村书记 村主任
蒋渡 １２ ８５９ ４０８１ ５１４３ １３０１２ 蒋　 坤 王锦豹
新园 １１ ９５６ ４１７７ ３４７６ １２９８６ 孙开祥 刘珍礼
朱庄 １４ １０９０ ４７３５ ５３９９ １２８４５ 朱华生 汪永军
王码 ７ ５７７ ２６７１ ３０９３ １３０１４ 倪前奋 吴同虎

凌桥乡
【概况】 凌桥乡全乡面积为６８ ５６平方公里，可
耕地面积３７００５亩。全乡下辖１１个行政村，户籍
人口２９１４４人。
【农业经济】 ２０１６年，依托“凌桥大米”“凌桥香
瓜”等知名品牌，带动全乡现代农业的快速发展。
新建打水电站１座，修建防渗水泥渠５ ５公里，提高
农业生产综合保障能力；规模流转土地２６５５亩，其
中高效农业增加１５００亩，设施化增加７２２亩，形成
以豆瓣集为中心的万亩优质稻米基地和以鑫联、双
闸、新堡为中心的果蔬种植区，优质稻米南粳９１０８
生产基地面积达３０００亩，香瓜种植规模１００００余
亩，推动凌桥大米、凌桥香瓜的产业化经营、项目化
生产，为农民增收提供较强的产业支撑。
【工业经济】 凌桥乡聚全乡之力做好“三凌工业
园”和“西金圩工业园”两个工业园区建设工作。
“西金圩工业园”有厂房１７栋，入驻企业１０家。
２０１６年新引进６个项目，分别是：投资２５００万元

的润淮盐业包装项目；投资５０００万元的江苏癉瑞
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和淮安联盛生物质有限公司炭
化项目；投资３０００万元的淮安众泰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江苏华祥仪器有限公司和淮安润淮有
限公司；新签约项目１个，为投资１ ７亿元的混合
有机肥项目。
【村镇建设】 利用省委帮扶工作队的帮扶机会，争
取帮扶资金近百万元，修建农村四级路８公里，改善
新堡、毛湖、三堡等３个村１１个自然村庄近万名群
众的出行条件；做好“亮化”工程，在１１个村安装路
灯１８０盏，方便群众夜间出行。开展村庄环境整治
工作，推进农村饮用水安全工程，使农村居民“走平
坦路、喝干净水、用清洁灶、上卫生厕、住整洁房”，
改善老百姓的生存生活环境。
【社会事业】 多方筹资１７０万元对乡敬老院进行
全面升级改造，使其达到省定“三有三能六达标”
标准，改善集中供养“五保”老人的居住条件。认
真组织“当代漂母”“淮阴好人”评选活动，１人被
评为淮阴“当代漂母”，１人被评为“淮阴好人”，并
获登２０１６年９、１０月份“淮安好人榜”。

表２８ ２０１６年凌桥乡村级情况
村　 名 村民小组数 村民户数 户籍人口数耕地面积（亩）人均收入（元） 村书记 村主任
鑫联 ２４ ４３９３ ５１９２ ５２６２ １２５２１ 金银迎 陈　 彪
夏家湖 ９ １３９７ １６７０ １９９７ １１８９３ 夏玉宝 夏玉宝
许渡 １１ ２６６７ ２７８０ ３０４０ １２００２ 王　 瑶 朱新东
双闸 ９ １６３２ １７３０ ２１９４ １４０３４ 汪厚波 汪厚波
泗河 ８ ２１５９ ２１６９ ２７８３ １２２１２ 王玉祥 胡春峰
凌桥 １８ ３８７５ ４２１４ ４７９２ １３６６４ 史以峰 谢宝飞
李庵 ８ １４５０ １５６５ １７００ １２０５６ 李永俊 高爱忠
豆瓣集 １０ ２２３０ ２４７０ ２２３０ １１８７８ 张　 英 周绍广
毛湖 １０ １８６８ １９６５ ３２２５ １２３５５ 毛学余 毛从如
三堡 ９ １３８０ １４８８ ２８００ １２６６７ 陈光涛 蔡如青
新堡 ２７ ３４６０ ３９０１ ６９８２ １３０４６ 徐贻虎 陈正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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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物

区级机关领导名录
区委

　
副书记：朱晓波

符伟星（挂职，４月止）
杨维东
李爱国（挂职，４月起）

常　 委：张在明（１月止）
孙晓燕（４月止）
陈　 张
龚李萍（１月起）
张爱民
万旭东（４月止）
张抗震（挂职，２月止）
吴国飞
刘军洲
桑绍淮（４月起）
李尚武（２月起）
马良君（挂职，３月起）
谢　 鹏（４月起）

区人大常委会
主　 任（２月止）陆益民

（２月起）
党组书记：陆益民
副主任：陆益民（２月止）

刘翠花（１１月止）
穆文清（１１月止）
韩国虎
赵　 欣（１１月起）
王胜贤（１１月起）
唐业勤（１１月起）

区政府
区　 长：朱晓波
副区长：陈　 张

乐　 翔（４月起）
张　 健（７月止）
张春荣（７月止）
于永芳
鲍志良（挂职，２月止）
王道劬（挂职，２月止）
钱晓斌（挂职，２月止）
杨洪林（挂职，２月止）
殷　 俊
张　 军（挂职，８月止）
谢　 鹏（４月止）
盛　 婧（挂职，５月止）
王俊超（挂职，４月起）
蔡　 昀（７月起）
黄克涛（７月起）
李玮坤（挂职，１０月起）

区长助理：杨　 捷（７月起）
区政协

主　 席：葛志胜（１１月止）
张在明（１１月起）

党组书记：葛志胜（１１月止）
张在明（１１月起）

副主席：张在明（１月起，１１月止）
赵　 欣（１１月止）
张植林（１１月止）
朱靖军
谢华山（１月止）
郑　 静（２月起）
李　 娟（１１月起）
高　 毅（１１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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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纪家龙
纪委

书　 记：张在明（１月止）
龚李萍（１月起）

副书记：郑　 凯
高志伟

常　 委：常金林（４月止）
张　 松
支立宝
蒋　 宏（７月起）
徐　 毅（７月起）

监察局
局　 长：郑　 凯
副局长：常金林（４月止）

谢华山（５月止）
张　 松

区委办公室（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　 任：陈晓晖（１月起）
副主任：邓运国（５月止）

林　 奇（４月止）
何庆昌（４月止）
孙　 佩
丁　 立（４月起）
陈　 明（１１月起）
董　 昕（１１月起）

深改办副主任：胡　 玲（１１月起）
机要局

局　 长：邓运国（５月止）
副局长：曹迎波（６月起）

保密局（办）
局长（主任）：郑春玲（１月止）

陈　 明（３月起，１１月止）
档案局（馆）

局（馆）长：李红卫
副局（馆）长：吴海涛（１１月止）

田平之（１１月起）
孙小梅

台办
主　 任：程　 炎（１月止）

郑春玲（１月起）
副主任：刘玉早

信访局
局　 长：陈　 峰（１１月止）

王安中（１１月起）
副局长：高连全（１１月止）

徐　 丽（１１月止）

蒋士斌
陈　 伟
郝宜高（１１月起）

组织部
部　 长：李尚武（２月起）
副部长：贾孝武

耿庆龙
李伟伟
张　 雷（７月起）

组织员办公室
主　 任：贾孝武（１月起）
副主任：赵文军（４月止）

张　 耀（６月起）
企业和社会组织工委

书　 记：
副书记：张　 雷（１１月止）

殷　 明（１１月起）
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　 任：耿庆龙（４月起）
副主任：于业军（６月起）

人才工作办公室
主　 任：李伟伟（４月起）
副主任：吴中华（１１月止）

苏简策（１１月起）
老干部局

局　 长：李　 宏（５月起）
副局长：李　 宏（４月止）

吴家文
王　 静（４月起）

编委办
主　 任：陈海云
副主任：张玉兰

宣传部
部　 长：孙晓燕（４月止）

桑绍淮（４月起）
副部长：王学礼（１月止）

时伟众
刘丽丽
杨　 刚（１月起）

文明办
主　 任：刘丽丽（１月起）

外宣办
主　 任：王　 军

文联
主　 席：杨　 刚（１月起）
副主席：孙　 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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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联
主　 席：陈　 进（１１月起）
副主席：孙　 蓉（１１月止）

孙兴利（１１月起）
统战部

部　 长：张植林（７月止）
吴国飞（７月起）

副部长：傅新轩
吴　 娟
石向洋

农工部
部　 长：严祖斌（５月止）

包政之（５月起，１１月止）
汤　 凯（１１月起）

副部长：梁　 泳
王玉忠
杨恒武
郑家法

扶贫办
主　 任：梁　 泳

政法委
书　 记：张爱民
副书记：周华明

漆光海
蒋　 勇（６月止）

综治办
主　 任：周华明
副主任：任玉斌

国安办
主　 任：漆光海
副主任：王昭强

依法治区办公室
副主任：方仁军

区级机关工委
书　 记：杨宏宇
副书记：许　 飞（１１月止）

高连全（１１月起）
周　 宏

党史工办
主　 任：刘　 昶
副主任：龚振红

区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严祖斌（５月起）
副主任：田平之（１１月止）

吴海涛（１１月起）
吴翠莲

党校
校　 长：
常务副校长：吴如忠
副校长：邵国华

周　 凯
校务委员：祁慧敏（４月起）

王迎娣（４月起）
新闻中心

总　 编：王学礼
副总编：吴礼超

孙晓敏
广播电视台

台　 长：时伟众（１月止）
石耀军（１月起）

副台长：吴　 昊
徐　 佩
方建明（１月起）

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主　 任：张树宝
副主任：陈　 彬（１１月止）

马乃国
刘冬梅（１１月起）

人大常委会社会事业工作委员会（１月更名为人
大常委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工作委员会）

主　 任：董育光
副主任：夏雪平

人大常委会农村经济工作委员会（１月更名为人
大常委会农业农村工作委员会）

主　 任：程崇宽
副主任：王玉喜

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工作委员会（１月～１２月为
人大法制委员会）

主　 任：周　 晖
副主任：王广龙（１月起）

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联络工作委员会
主　 任：贾孝武（１月止）

张绍政（１月起）
副主任：张绍政（１月止）

刘大军（１月起）
人大常委会财政经济工作委员会（１月～１２月为
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

主　 任：吉荣飞（１１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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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密（１１月起）
副主任：汤晓惠（１月起）

区人大常委会环境资源城乡建设工作委员会
主　 任：孙?红
副主任：

区政府办公室（法制办、金融办、人防办、外侨办）
主　 任：汪厚明（１月兼任法制办主任）
书　 记：汪厚明
副主任：谷　 健（１月止）

杨　 刚（１月止）
成　 杰（５月止）
韩　 军（５月止）
石廷权（１月止）
吴亚惠（１１月止）
丁玉国（１１月止）
张　 强（１１月起）
苏　 南（１月起）
徐凯权（３月起）
孙　 勇（３月起）
刘　 浏（３月起）
申和平（５月起）
刘小娟（５月起）
张意茹（１１月起）

纪检组长：仲跻军（５月起）
机关事务管理办公室

主　 任：陈　 明（３月止）
徐凯权（３月起）

政协办公室
主　 任：纪家龙
副主任：张玉琴

徐业龙（１月止）
马金宝（４月起）

政协学习宣传文史资料委
主　 任：徐业龙（１月起）

政协提案委
主　 任：齐　 宏

政协经济科技和城乡建设委
主　 任：马亚威

政协文教卫体法制和人资环委
主　 任：宗彪臣

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
主　 任：谷中文
副主任：陆永考（１１月止）

马新宝

刘洪华（１１月起）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１１月更名为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淮阴分中心）

主　 任：徐玉泉
副主任：汤晓惠（１月止）

朱建勇（１１月起）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物价局、粮食局）

主　 任：刘　 兵
书　 记：刘　 兵
副书记：朱从洋
副主任：李玲莉

汤　 永（１月止）
包建文
邵卿田
刘冬梅（１１月止）
胡崇海
周文华（３月起）
张积亮（１１月起）

纪委书记：钱志达
地震局

局　 长：张　 军
副局长：周文华（３月止）

胡继香（４月起）
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中小企业局、乡镇企业局）

主　 任：石耀军（１月止）
罗来成（１月起）

书　 记：石耀军（１月止）
罗来成（１月起）

副书记：周　 密（１１月止）
尚福胜（１１月起）

副主任：陈运飞（１月止）
尚福胜（１１月止）
张　 英（１１月起）
石学邦
于　 高
洪　 健（３月起）

纪委书记：张海军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局　 长：周　 舜
书　 记：周　 舜
副局长：赵兴和

徐仲举
刘同兵（１１月止）
许　 飞（１１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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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检组长：郑　 鑫
教育局

局　 长：朱士东（７月止）
时伟众（７月起）

书　 记：朱士东（７月止）
教育工委书记：时伟众（７月起）
副书记：齐国敬
副局长：丁　 睿

陈　 颖
金建坤
刘士乔

纪委书记：张　 扬
体育局

局　 长：丁　 睿
科学技术局（知识产权局）

局　 长：刘晓红（１月止）
谷　 健（１月起）

书　 记：刘晓红（１月止）
谷　 健（１月起）

副局长：皇甫月东（５月止）
孙梅梅
吴正华
崔　 兵（５月起）

纪检组长：吴　 芳
公安分局

局　 长：王爱荣（５月止）
乐　 翔（５月起）

政　 委：耿志军
副局长：张　 盛

陶学军
陈　 峰
张广清
魏建革（１１月起）

副政委：王洪萍
政治处主任：王安中（１１月止）

吴　 卫（１１月起）
纪委书记：李建军

民政局
局　 长：周成海
书　 记：周成海
副书记：任　 勇（１１月止）

张载亚（１１月起）
副局长：史耀文

李文举

刘学伟（１１月止）
吴寒玉
仲从彦（１１月起）

纪委书记：杜文东
司法局

局　 长：王咏梅
书　 记：王咏梅
副局长：浦红宁

刘洪华（１１月止）
吴志坚
刘云龙
袁玉兰（１１月起）

纪检组长：傅道祥（１月止）
丁　 锋（１月起）

财政局（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
局　 长：万建华（１月止）

曹正锋（１月起）
书　 记：万建华（１月止）

曹正锋（１月起）
副书记：周国华
副局长：何正毓

周建民
滕　 勇
韩　 静

纪委书记：包　 鼎（１月起）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局　 长：陈晓晖（１月止）
常金林（１月起）

书　 记：陈晓晖（１月止）
常金林（１月起）

副书记：王天浪
副局长：袁玉兰（１１月止）

张家宏
刘建中
庄　 超
高　 涵
张　 霞（１１月起）

纪委书记：孙　 飞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局　 长：张建军
书　 记：张建军
副书记：顾正武
副局长：胡锦修

张淮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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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兆江（１１月止）
梁卫成（１１月起）
傅祥钱（５月起）

纪委书记：顾正武（１月止）
潘　 宁（１月起）

总工程师：梁卫成（１１月止）
交通运输局

局　 长：朱洪山
书　 记：朱洪山
副书记：陈如春
副局长：唐士荣

戚良昱
徐凯权（３月止）
蔡春明
徐洪标（１月起）

纪委书记：王翠红
战备办

主　 任：
副主任：刘　 淮

水利局
局　 长：王　 斌（１月起）
书　 记：王　 斌（１月起）
副书记：张载亚（１１月止）

任　 勇（１１月起）
副局长：冯丙朝

魏宝国
屠建军
陈运飞（１月起）

纪委书记：赵文宽
总工程师：何国兵（３月起）

农业委员会
主　 任：裘靖宁
书　 记：裘靖宁
副书记：杨长喜
副主任：沈步忠

杨庚卫
刘传俊
王铁荣（１月起）
薛　 林（１月起）

纪委书记：丁　 锋（１月止）
傅道祥（１月起）

农业机械管理局
局　 长：裘靖宁（１月止）

汪建军（１月起）

副局长：汪献群
郑　 成
包义德

农业资源开发局
局　 长：孙其能
副局长：吴殿勇

王祥林
朱建东（１月起）

商务局
局　 长：张　 程（１月止）

程　 炎（１月起）
书　 记：张　 程（１月止）

程　 炎（１月起）
副书记：孙大义
副局长：王建国

丁其兵（１月止）
万玉明
陈德广（１月起）

纪委书记：潘大圣（１月起）
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局　 长：裘靖媛
书　 记：裘靖媛
副局长：仲从彦（１１月止）

王国祥
杨舒静
刘学伟（１１月起）

纪检组长：李亚军
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主　 任：洪　 宝
书　 记：洪　 宝
副书记：丁忠玲（６月起）
副主任：杜希淮

丁忠玲（６月止）
陈立宝
徐　 松
张曙光
谈海杰

纪委书记：纪　 伟
审计局

局　 长：顾学武
书　 记：顾学武
副局长：支凤国

陈志坚
纪检组长：王　 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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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审计师：朱建平
环境保护局

局　 长：沈正尧
书　 记：沈正尧
副局长：施华龙

朱长山
高　 标（１月止）
叶绍洲
王其安（１月起）

纪检组长：杨　 光
统计局

局　 长：张绍军
书　 记：张绍军
副局长：张积亮（１１月止）

孙　 林
纪兆奎
陆永考（１１月起）

纪检组长：朱玲霞
总统计师：

城市管理局
局　 长：冯玉春
书　 记：冯玉春
副书记：张性云
副局长：洪　 波（１月止）

张绪国
张亦武
韩华国（６月起）
尹文杰（１２月起）

纪委书记：宁明龙
市场监督管理局

局　 长：周长年
书　 记：周长年
副书记：高猛成
副局长：孙开华

刘智强
邵大平
程伟成
钱生祥
赵劲松
何闽华（５月止）
陆永龙

纪委书记：孙新亚
民族宗教事务局

局　 长：石向洋

书　 记：石向洋
副局长：孙　 勇（３月止）

丁真俊
丁　 洋（４月起）

供销总社
主　 任：李训伟
书　 记：李训伟
副主任：许　 忠

李照华
孙士洲（１月起）

纪委书记：孙士洲（１月止）
郭　 虎（６月起）

法院
院　 长：尤铁梅
书　 记：尤铁梅
副院长：武建国

杜希荣
王　 洪
夏海军

纪检组长：陈晓明
政治处主任：于永生

检察院
检察长：张洪斌（１１月止）

周　 飞（１１月起）
书　 记：张洪斌（１１月止）

周　 飞（１１月起）
副检察长：刘　 刚

秦　 健
李　 林
郑　 冰（６月起）

纪检组长：岳　 娥
政治处主任：郑　 冰（６月止）

张海芹（６月起）
党组成员：王可可

总工会
主　 席：王孝夫（１月起）
书　 记：王孝夫（１月起）
副主席：顾　 红

赵　 利（１月起）
纪检组长：诸葛闯

团区委
书　 记：高　 晗（１月止）

葛海伟（１月起）
副书记：汪　 辉

９１２人　 物　



葛海伟（１月止）
张　

$

（１１月起）
妇联

主　 席：程劲风
副主席：丁红梅

张一琳
科协

主　 席：刘晓红（１月起）
副主席：胡继专

殷素珍
工商联

主　 席：于永芳
书　 记：傅新轩
副主席：程慧珍
纪检组长：张　 瀚

侨联
主　 席：张植林（７月止）
副主席：金　 花

残联
理事长：庄恒晋
副理事长：王霞云

红十字会
会　 长：于永芳（３月止）

赵　 欣（３月起）
副会长：尚莉莉

张卫红（１月起）
淮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书　 记：张　 健（７月止）
主　 任：陈玉国（７月起）
副书记：陈玉国

周青松（１１月起）
副主任：陈月宏

万家胜（１１月起）
孙海洲
周青松（１１月止）
邓运国（５月起）

党政办
主　 任：石廷权（１月起）

纪工委
书　 记：赵维祥（１月止）

支立宝（４月起）
工会委

主　 任：孙海洲
人武部

部　 长：周青松
副部长：孙海军

社会事业局
局　 长：高建邦（１月止）

赵维祥（１月起）
副局长：许向栋

国土规划建设局
局　 长：殷　 勇（１月止）

朱永增（挂职，２月起，１１月止）
任兆江（１１月起）

副局长：高志斌
财经局

局　 长：沙立晴（１１月止）
包政之（１１月起）

副局长：顾登亚（１月止）
潘红雨（６月起）

经贸发展服务局（１月更名为人才科技与经济信
息局）

局　 长：包政之（５月止）
副局长：左海砚

杨奇伟（１月起）
招商局（外资招商局）

局　 长：于武门（１１月止）
副局长：洪　 健（３月止）

王　 玮（１１月止）
陈伏中
刘暮霞
夏际俊（１月止）
王　 春（１月起）
孙云祥（４月起）
王成林（１１月起）

张棉汽摩配产业园管理服务中心
副主任：姜树高（１月起）

李仁义（１月起）
淮安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书　 记：丁凤珍（２月起）
主　 任：周　 文（４月起）
副书记：成　 杰（５月起）
副主任：皇甫月东（５月起）

韩　 军（５月起）
纪工委书记：张　 松（５月起）

新四军刘老庄连纪念园景区管委会
主　 任：陈晓晖（１１月起）
副主任：时伟众（１月起，７月止）

０２２ 　 淮阴年鉴（２０１７）



曹国树（１月起）
胡锦修（４月起）

工业新区
书　 记：周　 文（５月止）
主　 任：徐　 建
副主任：孙　 军（１月止）

卢亚军
夏际俊（１月起）
汪　 峰（１１月起）

现代商贸流通管理服务中心
主　 任：
副书记：俞　 超（１月起）
副主任：俞　 超（１月起）

吴自权（１月起）
梁卫成（１１月起）

纪委书记：丁其兵（１月起）
淮安综合大市场（机构撤销）

主　 任：吉荣飞（１月止）
副主任：傅祥钱（５月止）

吴自权（１月止）

乡镇领导名录
赵集镇

党委书记：徐　 建
人大主席：张红利（１月起）
镇　 长：朱从耀（１１月止）

丁玉国（１１月起）
党委副书记：孙　 军（１月止）

杨正广（１月起）
纪委书记：万建峰（１月止）

王岁林（１月起）
人大副主席：叶进兆（５月起）
副镇长：何海洋

杨正广（１月止）
王岁林（１月止）
张　 军（５月止）
王　 刚（５月起）
史后勤（１月起）
卢亚军（５月起）

组织委员：卢亚军
宣传统战委员：朱学芳
人武部长：史后勤

韩桥乡
党委书记：陈效军
人大主席：徐树成
乡　 长：张　 英（５月止）

姚端端（５月起）
党委副书记：李昌华（５月止）

徐正祥（５月起）
纪委书记：徐正祥（５月止）

许家胜（５月起）
人大副主席：焦玉宝（５月起）
副乡长：陈光勇（５月止）

杨洪龙
韩成章（５月起）
喻怀建

组织委员：李雪梅（１月止）
黄　 杰（５月起）

宣传统战委员：龚　 吉
人武部长：陈光勇（５月止）

韩成章（５月起）
吴城镇

党委书记：汤　 凯（１１月止）
吴军涛（１１月起）

人大主席：孙兴亚（１１月止）
贾学波（１１月起）

镇　 长：赵文军（４月起）
党委副书记：李锦亚（１月起）
纪委书记：李锦亚（１月止）

裴雪祥（１月起）
副镇长：尹国安

王　 刚（５月止）
裴雪祥（１月止）
史建兵
郑　 雪（１月起）

组织委员：郑　 雪
宣传统战委员：卢连伟（５月止）

王　 淼（５月起）
人武部长：史建兵

南陈集镇
党委书记：井晓军
人大主席：李　 建（１月起）
镇　 长：朱　 峰（１月止）

汤　 永（１月起）
党委副书记：张树国（１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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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春雨（１月起）
纪委书记：张晓月（１月止）

万建峰（１月起）
人大副主席：杜永祥（５月起）
副镇长：王明春（１月止）

韩成章（５月止）
何国兵（３月止）
陈光勇（５月起）
高不矮（５月起）
卜秀梅
顾圣希（１月起）

组织委员：李红梅（５月止）
彭　 程（５月起）

宣传统战委员：王　 斌
人武部长：韩成章（５月止）

陈光勇（５月起）
码头镇

党委书记：丁凤珍（５月止）
吴军涛（５月起，１１月止）
李晔年（１１月起）

人大主席：彭晓全
镇　 长：吴军涛（５月止）

李晔年（５月起，１１月止）
吴亚惠（１１月起）

党委副书记：王砚静（１月起）
纪委书记：王砚静（１月止）

许家胜（１月起，５月止）
章志平（５月起）

人大副主席：张恒洲（５月起）
副镇长：戚守兵（１月止）

刘　 浏（３月止）
刘光焱（１月止）
徐俊伟（５月起）
左　 芬（１月起）
司芙蓉（１月起）
王　 蕾（１月起）

组织委员：左　 芬
宣传委员：司芙蓉
统战委员：司芙蓉（５月起）
人武部长：刘光焱（１月止）

董　 波（５月起）
王营镇

党委书记：王胜贤（１１月止）

孙海斌（１１月起）
人大主席：曹国树（１月止）

汪卫国（１月起）
镇　 长：孙海斌
党委副书记：刘大风（１月起）

何闽华（５月起）
纪委书记：徐洪标（１月止）

王家林（１月起）
人大副主席：朱自忠（１月止）

李　 松（５月起）
副镇长：赵　 利（１月止）

周红玲（１月止）
汪卫国（１月止）
刘大风（１月止）
崔　 兵（５月止）
高　 杰（５月止）
孙海军（１月起）
朱自忠（１月起）
丁佩虎（１月起）
石兆洋（１月起）
刘光焱（５月起）

组织委员：丁佩虎（１月止）
吴　 默（１月起）

宣传统战委员：秦永祥（５月止）
丁春荣（５月起）

人武部长：崔　 兵（１月止）
刘光焱（１月起，５月止）
秦永祥（５月起）

新渡乡
党委书记：胡　 篧
人大主席：董厚喜（１１月止）

于武门（１２月起）
乡　 长：姚津龙（１月起）
党委副书记：姚津龙（１月止）

贺来宁（１月起）
纪委书记：万建如（５月止）

沈淑珍（５月起）
人大副主席：刘正伟（５月起）
副乡长：李立美（１１月止）

徐俊伟（５月止）
贺来宁（１月止）
周锦春（５月起）
刘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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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兆义（１月起）
组织委员：黄兆义（５月止）

关　 锋（５月起）
宣传统战委员：张秀祥（５月止）

苏　 荔（５月起）
人武部长：王奔奔

王兴镇
党委书记：戴兴中
人大主席：杨玉国
镇　 长：吴洪高（１月止）

林　 奇（４月起）
党委副书记：杨惠民（１月起）
纪委书记：杨惠民（１月止）

尹希峰（１月起）
人大副主席：王际银（５月起）
副镇长：章志平（５月止）

顾冬梅（５月止）
徐艳军（５月起）
周志明
彭华城
庄　 勇（５月起）

组织委员：彭华城（５月止）
李红梅（５月起）

宣传委员：孙兴兵
统战委员：孙兴兵
人武部长：刘玉权

棉花庄镇
党委书记：王孝夫（１月止）

丁卫珍（１月起）
人大主席：王洪飞（５月止）

顾振宁（５月起）
镇　 长：陈胜林（１月止）

吴洪高（１月起）
党委副书记：姚端端（５月止）

李昌华（５月起）
纪委书记：徐建军
副镇长：周锦春（５月止）

徐艳军（５月止）
陈德标
杜晓芹（１月止）
郭　 昕（１月起）
袁维枫（５月起）

组织委员：杜晓芹（１月止）

严　 城（５月起）
宣传委员：万宁凤（５月止）
宣传统战委员：沙立军（５月起）
人武部长：陈德标

老张集乡
党委书记：周奉来
人大主席：薛　 林（１月止）

孙　 军（１月起）
乡　 长：胡宝林（１月止）

戚守兵（１月起）
党委副书记：张红利（１月止）

张绍平（１月起）
纪委书记：张绍平（１月止）

孙海宽（１月起）
人大副主席：陈　 杰（５月起）
副乡长：孙海宽（１月止）

吴　 默（１月止）
滕海峰
王　 敏（１月起）
朱晓玲（５月起）

组织委员：王　 敏
宣传统战委员：相　 瞡（５月起）
人武部长：董　 波（５月止）

漆海跃（５月起）
凌桥乡

党委书记：汪建军（１月止）
胡宝林（１月起）

人大主席：周红玲（１月起）
乡　 长：李晔年（５月止）

张　 英（５月起，１１月止）
程安江（１１月起）

党委副书记：袁永忠（１月止）
张树国（１月起）

纪委书记：尹希峰（１月止）
于家春（１月起）

人大副主席：干建伟（５月起）
副乡长：朱晓玲（５月止）

周富国
蒋发兵（１月止）
许家胜（１月止）
王明春（１月起）
邵　 亮（５月起）

组织委员：许家胜（１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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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　 余（５月起）
宣传统战委员：涂国俊（５月起）
人武部长：王一谭

袁集乡
党委书记：张明华
人大主席：王广龙（１月止）

张　 飞（１月起，１１月止）
吴中华（１１月起）

乡　 长：崔建玲
党委副书记：龚晓武（１月止）

杜晓芹（１月起）
纪委书记：张晓月（１月起）
副乡长：汤文举

郭维功（５月止）
张　 林（５月止）
陈　 刚（３月起）
程兆成（５月起）
周理柏（５月起）

组织委员：王亚红
宣传统战委员：周理柏（５月止）

高　 勇（５月起）
人武部长：张　 林（１月止）

顾正文（５月起）
丁集镇

党委书记：吴洪乐
人大主席：顾振宁（５月止）

王洪飞（５月起）
镇　 长：范晓东（１月止）

高　 晗（１月起）
党委副书记：李　 建（１月止）

袁永忠（１月起）
纪委书记：房洪洲（１月止）

李宏友（１月起）
副镇长：夏　 敏（１１月止）

杨　 耀
王从芳（１月止）
葛志兵
许海波（１月起）

组织委员：许海波（５月止）
严桂琴（５月起）

宣传统战委员：罗叶军
人武部长：杨　 耀（５月止）

蒋必郭（５月起）

五里镇
党委书记：曹正锋（１月止）

殷　 勇（１月起）
人大主席：贾学波（１１月止）

陈　 彬（１１月起）
镇　 长：万士明
党委副书记：王振花（１月起）
纪委书记：王家林（１月止）

房洪洲（１月起）
人大副主席：朱　 兵（５月起）
副镇长：王振花（１月止）

徐继霖（１１月止）
陈　 娟
王永兵（１月起）
朱　 韵（１月起）

组织委员：尹成银（５月止）
唐　 阳（５月起）

宣传统战委员：王永兵（１月止）
张秀祥（５月起）

人武部长：顾正文（５月止）
吴学松（５月起）

徐溜镇
党委书记：朱崇锎
人大主席：张　 飞（１月止）

丁　 山（１月起）
镇　 长：洪　 波（１月起）
党委副书记：丁　 山（１月止）

马立永（１月起）
纪委书记：黄淮东
副镇长：张报军（１月止）

尹　 荣（５月止）
马立永（１月止）
杨晓飞
袁维枫（１月起，５月止）
张　 军（５月起）
孙志华（１月起）
李　 莺（５月起）

组织委员：马立永
宣传统战委员：袁维枫（５月止）

刘　 伦（５月起）
人武部长：杨晓飞

刘老庄乡
党委书记：丁卫珍（１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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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峰（１月起）
人大主席：孙银辉
乡　 长：高传荣
党委副书记：王从芳（１月起）
纪委书记：孙建飞
副乡长：吉永胜（１月止）

程兆成（５月止）
郭　 昕（１月止）
郭维功（５月起）
张报军（１月起）
傅道斌（１月起）
易　 倩（１月起）

组织委员：易　 倩
宣传统战委员：朱　 韵（１月止）

陆　 昕（５月起）
人武部长：傅道斌

古寨乡
党委书记：罗来成（１月止）

陈胜林（１月起）
人大主席：石华龙
乡　 长：张　 强（１１月止）

张　 飞（１１月起）
党委副书记：葛建峰（１月起）
纪委书记：景　 友
副乡长：葛建峰（１月止）

程安江（１月止）
韩　 艳（５月止）
周性铠
朱从洋（１月起）
王丁成（１月起）
许祥瑞（５月起）

组织委员：许祥瑞（５月止）
朱　 颖（５月起）

宣传委员：朱从洋（１月止）
宣传统战委员：刘　 顿（５月起）
人武部长：葛建峰

三树镇
党委书记：万家胜（１１月止）

朱从耀（１１月起）
人大主席：王铁荣（１月止）

金建兵（１月起）
镇　 长：陈　 进（１１月止）

孙兴亚（１１月起）

党委副书记：金建兵（１月止）
朱铁军（１月起）

纪委书记：蒋亦伟
副镇长：李宏友（１月止）

朱铁军（１月止）
丁春荣（５月止）
张　 林（５月起）
蒋发兵（１月起）
李雪梅（１月起）
韩　 艳（５月起）

组织委员：丁春荣（５月止）
傅兴春（５月起）

宣传统战委员：孙安红（１月止）
庄　 梅（５月起）

人武部长：朱铁军
渔沟镇

党委书记：胡娟娟
人大主席：朱东建
镇　 长：严　 健
党委副书记：程安江（１月起，１１月止）
纪委书记：蒋宗亚
副镇长：邵　 亮（５月止）

李桂林（１月止）
周立明（１月起）
鲜　 艳
段从伟
葛跃国（６月起）

组织委员：许庆庆
宣传统战委员：孙志华（１月止）

陈建春（５月起）
人武部长：周立明（１月止）

胡维清（５月起）
吴集镇

党委书记：俞　 超（１月止）
张　 程（１月起）

人大主席：张海峰（１１月止）
陆从凯（１１月起）

镇　 长：邵华芹
党委副书记：孙海军（１月止）

李桂林（１月起）
纪委书记：陆从凯（１１月止）
副镇长：胡春雨（１月止）

顾圣希（１月止）

５２２人　 物　



高不矮（５月止）
孙安红（１月起）
金波明（５月起）
孙林忠（５月起）

组织委员：高不矮（５月止）
汪　 浩（５月起）

宣传统战委员：徐　 翔
人武部长：孙文勇（５月起）

西宋集镇
党委书记：王　 斌（１月止）

范晓东（１月起）
人大主席：高　 杰（５月起）
镇　 长：张　 霞（１１月止）

董厚喜（１１月起）
党委副书记：张爱泉（１月止）

吉永胜（１月起）
纪委书记：于家春（１月止）

董海龙（１月起）
人大副主席：朱春雨（５月起）
副镇长：高　 山

万海亮
董海龙（１月止）
张　

$

（５月起，１１月止）
陆克祥（１１月起）

组织委员：张　
$

（１１月止）
宣传统战委员：贾玉弟
人武部长：董海龙（１月止）

胡　 焦（５月起）

逝世人物
　 　 解　 震　 男，沭阳县胡集人。生于１９２５年１２
月。１９４４年６月参加工作，１９４８年３月入党，１９８５
年１２月离休，享受部地级生活待遇。１９４４年６月
至１９６０年６月，任泗沭七区新集镇财粮委员、泗
沭城南区二大队战士、泗沭城南区新吉乡财粮委
员、沭阳丁吉区新吉乡乡支部书记、苏北土改团二
队工作组长、苏北整党团工作组长、地委合作部工
作组员；１９６０年７月至１９８５年１２月，任淮阴市委
农工部副部长、淮阴地委农工部财务科副科长、淮
阴地区“五七”干校队员、淮阴地区新华印刷厂后
勤组副组长、淮阴地区食品站后勤组副组长、淮阴

地区农业局科长、淮阴县民政局副局长、调研员。
２０１６年１月逝世。

段春云　 男，淮阴区新渡人。生于１９２６年７
月。１９４３年８月参加工作，１９４６年４月入党，１９８８
年１２月离休，享受部地级生活待遇。１９４３年８月
至１９８８年１２月，历任新四军１１５师１０团５连战
士，营部通讯排通讯员、班长、副排长，１１７师３５０
团三连排长，１１７师３５０团炮营二连副连长、连长，
团部任股长、运输队队长，中国银行淮阴支行主
任，棉花庄财贸指导员，棉花供销主任，小营供销
社主任，武墩供销社主任，淮阴县供销总社工会主
席。２０１６年４月逝世。

姜　 华　 男，沭阳县塘沟人。生于１９２６年２
月。１９４０年４月参加革命工作，１９４８年５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８７年离休，享受副处级政治
生活待遇。先后在淮海保安处警卫连、涟水县保
安科、３５旅１０３团一营一连任警卫员、排长；
１９４６年至１９４８年，于淮阴军分区教一大队学习，
１９４８年至１９６３年，先后于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师
三旅八团、涟水县城西区队、涟水县公安局、涟水
县独立团三连、公放官兵第三分团文工队、睢宁
县大队一连、淮阴军分区教大一队、淮阴县人武
部、淮阴军分区组动科、泗阳县人武部组动科任
排长、副官、所长、副指导员、队长、参谋、副科长。
１９６３年至１９６６年，先后任淮阴地区生产资料二
级站、淮阴烟草收购供应站副经理。文革结束恢
复工作后，任淮阴县交通局副局长，１９８１年调任
至淮阴县工商局，先后任副局长、调研员。２０１６
年４月逝世。

朱展东　 男，淮阴区古寨人。生于１９２６年７
月。１９４５年２月参加工作，１９８２年８月离休，享受
副处级政治生活待遇。１９４５年２月至１９８２年８
月，历任张集中学教导主任、教师，古寨小学教师、
汤集小学教师、联居小学校长、汤集小学校长、城
南陈集文教助理、淮阴县教育局科员、淮阴市教育
局督学、码头中学校长、淮阴县扫盲办办事员、淮
阴县教育工会副主席。２０１６年５月逝世。

吴迎经　 男，淮阴区北吴集人。生于１９２２
年３月。１９４３年５月参加工作，１９４４年３月入
党，１９８３年７月离休，享受部地级生活待遇。
１９４３年５月至１９８３年７月，历任北吴集乡保农
会长、乡长、支部书记、指导员，北撤山东在淮海

６２２ 　 淮阴年鉴（２０１７）



联合中学学习、后任吴集区委会宣传科长、渔沟
区委会宣传科长、淮阴县委宣传部教育科长、高
涧区委代理区委书记、淮阴县文科区委会区委书
记、淮阴县纪检委员会书记、渔沟公社书记、淮阴
市委农工部副部长、高埝公社党委会第一书记、
淮阴县宣传部社教团团长、淮阴县整党队负责
人、宋集公社党委书记、小营公社党委书记、淮阴
县贫协副主任、淮阴县农委副主任。２０１６年６月
逝世。

吴　 林　 男，淮阴区徐溜人。生于１９２７年１
月。１９４９年１月参加工作，１９５５年１月入党，１９８３
年１２月离休，享受副处级政治待遇。１９４９年１月
至１９８３年１２月，历任泗阳庄圩区张坝小学教师、
泗阳实小教师、泗阳川城小学校长、泗阳王集中心
小学、仓集中心小学校长、泗阳来安中学教导主
任、八集区文教助理、泗阳实小校长、泗阳文教局
教育股长、泗阳来安中学副校长、五里中学副校
长。２０１６年６月逝世。

唐广成　 男，淮阴区五里人。生于１９２８年５
月。１９４２年８月参加工作，１９４５年５月入党，１９８２
年９月离休，享受正处级政治生活待遇。１９４２年
８月至１９４９年９月，任沈庄区队战士、县委警卫班
战士、文科区塘坊乡乡长；１９４９年１０月至１９６５年
１１月，任渔沟区镇支部书记、县公安局看守所所
长。２０１６年８月逝世。

孙国祥　 男，淮阴区徐溜人。生于１９２４年７
月。１９４９年７月参加工作，１９６１年１月入党，１９８２
年８月离休。１９８３年８月，由淮阴市委批准享受
县处级政治生活待遇。１９４９年８月至１９８０年１２
月，历任淮阴县平河小学教师，淮阴联合初小校
长，耿庄完小教导主任，沭阳县吴集区中心小学副
校长、教研室主任，沭阳文教局督学，沭阳县人委
监察室监察员，沭阳县检察院检察员，沭阳县文教
局督学，汤集中学革委会主任，刘老庄中学副校
长。２０１６年９月逝世。

张尔祥　 男，淮阴区王兴人。生于１９２５年６
月。１９４６年５月参加工作，１９４６年１２月入党，
１９８８年１２月离休，享受副处级政治生活待遇。
１９４６年５月至１９８８年１２月，历任淮阴县独立营

战士，独立团警卫连副班长、班长、副排长，浙江省
盐井九大队２４中队排长、平阳县盐务管理处人事
股长、平阳县审干办公室副主任、平阳县委组织部
副部长、平阳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兼机关党委副书
记、平阳县农机修造厂副主任、平阳县委组织部副
部长兼审干办公室主任、淮阴县化肥厂党支部副
书记兼副主任、淮阴县环保办公室主任。１９４８年
战斗中立三等功一次；１９５１年春在浙江温州立三
等功一次。２０１６年１１月逝世。

汤　 超　 男，泗阳县人。生于１９２６年１１月。
１９４５年８月参加工作，１９８５年１２月离休，享受副
处级政治待遇。１９４５年８月至１９８５年历任穿城
区署会计、泗沭县财经局会计、专署财政处审计、
清江市财政局股长、地区石油分公司科长、清江市
计划委科长、重工业局、物资局、合作办事处、手工
业局任科长、副科长、淮阴县轻工业经理部经理。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逝世。

宋献琪　 男，淮阴区三树人。生于１９２８年１０
月。１９４３年１１月参加工作，１９４７年７月入党，
１９８８年１０月离休，享受部地级政治生活待遇。
１９４３年１１月至１９４９年９月任新四军四师九旅二
十六团战士、淮北七分区卫生部一所卫生员、吉林
军区第五十二医院助理军医；１９４９年１０月至１９６５
年５月任成都军区第五十五医院军医、河南新乡
预科学校学员、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军医；１９６５年６
月至１９８７年８月任成都军区第三十八院陆军医
院军医、内二科主治军医、副主任军医、理疗科主
任军医；淮阴县医院院长兼主治医师。１９４７年在
山东华东军区前方卫生部转运总站医疗队立三等
功一次，１９５１年抗美援朝期间立三等功一次。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逝世。

王风舞　 男，淮阴区三树人。生于１９３０年４
月。１９４８年１２月参加工作，１９４９年１１月入党。
１９９０年８月离休，享受副处级政治生活待遇。
１９４８年１２月至１９９０年７月历任淮阴独立团二连
战士、班长、杨州第十五步兵学校学员、南京第四
步兵学校学员、６４３３部队任排长、连长、指导员、淮
阴县化肥厂政工科副科长、淮阴县开关厂政工组
长、淮阴县人事局股长。２０１６年１２月逝世。

７２２人　 物　



荣誉栏

表２９ ２０１６年淮阴区获市级以上表彰情况（部分）
类型 单位 获奖情况

国
家
级
︵含
部
门
︶表
彰

农科园

卫计委

文广新局
检察院

码头镇

被国家科学技术部评为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创新能力全国第三
淮阴区被国家卫计委命名为“国家级妇幼健康优质服务示范区”
老张集卫生院被国家卫计委确认为“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度群众满意乡镇卫生院”
五里卫生院被国家卫计委确认为“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度群众满意乡镇卫生院”
赵集卫生院被国家卫计委确认为“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度群众满意乡镇卫生院”
丁集卫生院被国家卫计委确认为“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度群众满意乡镇卫生院”
刘老庄中心卫生院被国家卫计委确认为“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度群众满意乡镇卫生院”
南陈集中心卫生院被国家卫计委确认为“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度群众满意乡镇卫生院”
王兴卫生院被国家卫计委确认为“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度群众满意乡镇卫生院”
淮阴区被国家卫生计生委指导司命名为“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全国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先进单位”
区文化馆被文化部评为一级馆
被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日报社评为“全国检察宣传先进单位”
太山村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美丽宜居村庄”称号
淮阴现代农业星创天地进入科技部第一批“星创天地”备案名单

省
级
︵含
部
门
︶表
彰

台创园

农行

被江苏省质量技术监督局评为“省级标准化试点示范项目第十名”
农行城北支行被中国农业银行江苏省分行评为２０１６年度“四好”领导班子
农行城北支行被中国农业银行江苏省分行评为安全保卫“三化三达标”优秀一级支行
农行城北承德路支行党支部被中共中国农业银行江苏省分行委员会评为“先进基层党组织”
农行城北王营支行被中国农业银行江苏省分行评为信贷“三化一无”支行
农行城北小营支行被中国农业银行江苏省分行评为２０１６年度营业机构运营工作“三铁”单位
农行城北王营支行被中国农业银行江苏省分行评为安全保卫“三化三达标”优秀营业网点
农行城北承德路支行被中国农业银行江苏省分行评为安全保卫“三化三达标”优秀营业网点
农行城北长江路支行被中国农业银行江苏省分行评为安全保卫“三化三达标”优秀营业网点
农行城北支行营业部被中国农业银行江苏省分行评为安全保卫“三化三达标”优秀营业网点
农行城北支行营业部被中国农业银行江苏省分行评为２０１６年零售银行“春天行动”明星网点

８２２ 　 淮阴年鉴（２０１７）



续表
类型 单位 获奖情况

省
级
︵含
部
门
︶表
彰

烟草局

财政局

物价局

地税局

国税局

市场监管局

水利局

住建局

卫计委

被省档案局评为省“三星级档案管理单位”
被江苏烟草商业系统评为“２０１６年优秀ＱＣ小组成果发布会三等奖”
被江苏省总工会、江苏省全民阅读办评为“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度书香企业建设示范点”
被省质协、总工会、科学技术学会、妇联评为“２０１６年度江苏省优秀ＱＣ小组成果一等奖”
被江苏省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评为“江苏省文明单位”
获江苏省财政厅２０１６年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一等奖
获江苏省财政厅２０１６年农村公共服务运行维护财政奖补三等奖
被省文明委评为“江苏省文明单位”
被省物价局评为“省价格系统先进集体”
被省物价局评为“省价格工作先进单位”
被江苏省地方税务局评为“绩效管理先进单位”
被江苏省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评为“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度江苏省文明单位”
被江苏省人民政府残疾人工作委员会评为“２０１５年度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工作先进单位”
机关党委办公室被中国共产党淮安市委员会评为“先进基层党组织”
被江苏省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评为“江苏省文明单位”
被江苏省国家税务局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评为“江苏省国税系统先进基层党组织”
被省文明办评为“江苏省文明单位”
淮阴区活动坝水利工程管理所被江苏省水利厅评为“江苏省三级水利工程管理单位”
被江苏省水利厅评为“２０１６年度全省水利宣传工作先进单位”
被江苏省档案局评为“江苏省档案工作三星级”
淮阴区建筑安全监督站获“全省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和个人考核优秀奖”
淮阴区测绘院获２０１６年度全省测绘地理信息行业“诚信单位”
淮阴区白蚁防治所获“２０１６年度江苏省白蚁防治行业先进单位”
世纪华庭小区基坑监测项目获“２０１６年度江苏省优秀测绘地理信息工程评比三等奖”
淮阴区被江苏省人口和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命名为“江苏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协调发展工作先进县”
淮阴区被省卫计委确认为全省第三批“幸福家庭建设”项目县
淮阴区卫计委被省卫计委表彰为“江苏省免疫规划（预防接种）工作先进集体”
王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被省卫计委确认为“江苏省首批２０家优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区疾控中心获由江苏省卫生计生委颁发的“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工作先进集体”称号
码头卫生院被省卫计委授予“２０１６年江苏省示范乡镇卫生院”称号
吴集卫生院被省卫计委授予“２０１６年江苏省示范乡镇卫生院”称号
古寨卫生院被省卫计委授予“２０１６年江苏省示范乡镇卫生院”称号
王兴乡安庄村卫生室被省卫计委授予“江苏省示范村卫生室”称号
凌桥乡毛湖村卫生室被省卫计委授予“江苏省示范村卫生室”称号
五里镇花园村卫生室被省卫计委授予“江苏省示范村卫生室”称号

９２２荣誉栏　



续表
类型 单位 获奖情况

省
级
︵含
部
门
︶表
彰

卫计委

地震局
档案局

文广新局

检察院
司法局
新渡乡
袁集乡

赵集镇

码头镇

刘老庄镇郑河村卫生室被省卫计委授予“江苏省示范村卫生室”称号
王营中心杨井社区卫生服务站被省卫计委授予“江苏省示范村卫生室”称号
果林中心徐梅社区卫生服务站被省卫计委授予“江苏省示范村卫生室”称号
渔沟中心卫生院神经内科被省卫计委确认为“江苏省特色科室”
南陈集中心卫生院儿科被省卫计委确认为“江苏省特色科室”
淮阴区吴鞠通中医研究院乳糜尿专科被省中医药局确认为“江苏省中医重点专科”
淮阴医院被省委宣传部命名表彰为“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度江苏省文明单位”
淮阴区王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被省委宣传部命名表彰为“２０１３—２０１６年度江苏省文明单位”
淮阴区疾控中心被省疾控中心表彰为“江苏省重点职业病监测与职业健康风险评估先进集体”
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得由江苏省预防医学会、江苏省健康教育协会、江苏省疾控中心、江苏省计
划生育宣传教育所联合举办的“科学就医知识”公众竞赛活动“优秀组织奖”。
区卫生监督所被省卫生监督局表彰为“２０１５年度基层卫生监督工作先进单位”
区监督所被省卫生监督局确定为江苏省卫生计生监督执法全过程记录试点单位
区监督所获江苏省卫生计生综合监督行政执法微课大赛一等奖（１部）、二等奖（５部）、三等奖（２部）
淮阴区刘老庄禄隆蓝莓种植示范园生育关怀基地成功创建为“省级生育关怀项目”
淮阴区计生协会计划生育系列保险工作被省计生协会授予“先进组织奖”
获全省市县地震监测预报工作效能考核优秀单位
被省档案局评为“全省档案系统先进集体”
区文广新局获省文化厅“全省第十一届文化行政执法案卷（行政处罚类）优秀案卷”
淮安市歌舞二团被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省新闻出版广电局、省文联评为“第五届江苏省服务农民
服务基层文化建设先进集体”
淮阴区城乡歌舞演出队被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省新闻出版广电局、省文联评为江苏省首批群众
文化“百千万”工程优秀群众文艺团队
被省委宣传部评为江苏省文明单位
被江苏省司法厅评为“安置帮教工作先进集体”
佟洼村被江苏省依法治省领导小组表彰为“省级民主法治示范村”
农科村被江苏省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评为“省级文明村”
被省文明办评为“２０１６年省级文明乡镇”
被省商业厅评为“２０１６年省级电子商务示范镇”
码头镇获“省特级村镇建设档案室”称号
码头镇太山村列入“江苏省农业厅首批２０１６年江苏省休闲观光农业示范村”名单
码头村被列为“江苏先锋网站省远教示范点”
码头村民兵连党支部获得“先进民兵基层党组织”称号

０３２ 　 淮阴年鉴（２０１７）



续表
类型 单位 获奖情况

市
级
︵含
部
门
︶表
彰

农行

烟草局

安监局

地税局

国税局

市场监管局

国土分局

环保局

城北支行被中共中国农业银行淮安市分行委员会评为２０１６年度“四好”领导班子
被淮安市总工会评为淮安市“五一巾帼标兵岗”
被淮安市总工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评为市“安康杯竞赛组织工作优秀单位”
被淮安市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评为市“行政执法规范化示范点”
被淮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评为“淮安市守合同重信用企业”
被市委宣传部、市法制宣传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市司法局评为“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全市普法工作先进集体”
淮阴区被淮安市安委会评为２０１６年度“淮安市安全生产工作先进集体”
机关党委办公室被中国共产党淮安市委员会评为“先进基层党组织”
被淮安市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评为“淮安市行政执法规范化示范点”
获淮安市无偿献血工作领导小组“２０１６年无偿献血突出贡献奖”
工会被淮安市总工会评为“淮安市工会女职工工作先进集体”
第五税务分局被淮安市总工会评为“淮安市工人先锋号”
稽查局被江苏省淮安地方税务局评为“２０１５年度全市地税系统绩效工作先进单位”
被江苏省淮安地方税务局评为“２０１５年度依法行政示范单位”
被江苏省淮安地方税务局评为“２０１６年全市地税系统稽查优秀案例一等奖”
被江苏省淮安地方税务局评为“岗位大练兵业务大比武”暨岗位能手选拔考试团体信息技术类先进
单位
被江苏省淮安地方税务局评为“非上市公司自然人股权转让典型案例”三等奖获淮安市人民政府
“五一”劳动奖
获市食品药品监管局“透明安全餐饮建设”奖
获市总工会“淮安市五一劳动奖”
药械科被市总工会评为“淮安市工人先锋号”
被市质监局评为“２０１６年度质量技术监督工作先进集体”
被市国土局评为国土资源工作“先进单位”
王营中心所被市国土局评为国土资源工作“优秀基层单位”，被市总工会评为模范职工小家
西宋集中心所被市总工会评为“工人先锋号”
淮阴国土分局行政审批科被市总工会评为“巾帼示范岗”
被市政府法制办评为“十佳”案卷
赵集矿区采输卤管线数据库建设工程、淮安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建新区２０１６年度第４批次（１５
挂）土地勘测定界，分别被市国土局评为二、三等奖。
丁集中心所党支部被市国土局评为“先进基层党组织”
机关党支部被市国土局评为“先进基层党组织”
南陈集中心所党支部被市国土局评为“先进基层党组织”
被市委市政府表彰为“２０１６年度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先进集体”
获“全市扶贫工作先进单位”
被市环保局授予“２０１６年度全市环保系统突出贡献奖”荣誉称号

１３２荣誉栏　



续表
类型 单位 获奖情况

市
级
︵含
部
门
︶表
彰

水利局

住建局

卫计委

淮阴区淮泗调度闸拆建工程被市水利局评为“淮安市水利优质工程”
淮阴区中型涵闸除险加固工程建设处被市水利局评为“优秀项目法人”
张福河船闸管理所被市公安局水上警察支队评为“全市水上内部单位安全保卫工作先进集体”
淮阴区水利局财务科被市委宣传部２０１６年市级青年文明号、被市总工会评为“２０１６年淮安市工人
先锋号”
获“２０１６年度淮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优秀单位”、“淮安市２０１５年度安全生产工作先进单位”、“２０１６年度
淮安市防灾及应急避难场所建设工作先进集体”、“淮安市２０１６年度住房保障目标任务考核工作先进集体”
淮阴区燃气管理办公室获“２０１６年度淮安市燃气工作先进单位”
图审办、抗震办获“２０１６年度淮安市施工图审查工作先进集体”
淮阴区市政公司养护所管道清掏组获２０１６年淮安市总工会“工人先锋号”荣誉称号
淮阴园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获淮安市２０１６年“美国白蛾防治技术知识竞赛”团体一等奖
古淮河自行车文化运动公园、淮阴区银川路北延获淮安市委、市政府表彰为“２０１６年度中心城市建
设优秀建设项目”
淮阴区淮海路、淮阴区银川路获淮安市委、市政府表彰为“２０１６年度中心城市建设示范路”
老汽车北站一期棚户区改造项目获淮安市委、市政府表彰为２０１６年度中心城市建设优秀征收项目
淮阴区国税公寓老旧小区整治项目、淮阴区曙光路低洼易涝片区整治项目获淮安市委、市政府表彰
为“２０１６年度城市长效综合管理及环境整治精品亮点项目”
淮海路盐河桥东侧小游园获淮安市２０１６年“城市绿色小客厅”二等奖，金润成东侧小游园获三等奖
淮阴区市政公司实施的银川路桥及接线、长江东路获２０１６年度淮安市市政设施优质养护片
淮阴区测绘院完成的光辉乾城沉降观测项目、西宋集镇测绘项目获淮安市２０１６年上半年优秀勘察
设计评选二等奖，淮安幸福城一期竣工项目获三等奖
淮阴区测绘院完成的孵化中心基坑监测项目获淮安市优秀测绘工程评比二等奖，奥体国际星城沉
降观测项目、淮安幸福城一期竣工项目获三等奖
北京如意国际花园获２０１６年度淮安市物业管理优秀住宅，中业慧谷淮阴软件园获２０１６年度淮安市
物业管理优秀办公区，淮阴区卫生服务中心获２０１６年度淮安市物业管理优秀大厦
淮阴区被市委表彰为卫生工作先进县区（第一名）
韩桥卫生院被市委授予“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淮阴区卫计委被市委宣传部表彰为“三下乡”先进集体
五里卫生院工会委员会被市总工会授予“淮安市模范职工之家”称号
淮阴区卫计委在２０１５年度市卫计委目标考核中获一等奖
淮阴区卫计委被表彰为“２０１５年度全市卫生计生系统行风软环境及效能建设先进单位”
古寨乡被市卫计委表彰为“十二五”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示范乡镇
老张集乡被市卫计委表彰为“十二五”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先进乡镇
王营镇被市卫计委表彰为“十二五”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先进乡镇
刘老庄乡被市卫计委表彰为“十二五”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先进乡镇
淮阴区被市血地防领导小组确认为消除疟疾达标地区
韩桥卫生院党支部被市委表彰为“先进基层党组织”
妇幼保健院被市妇幼保健院表彰为“淮安市新生儿筛查工作先进集体”

２３２ 　 淮阴年鉴（２０１７）



续表
类型 单位 获奖情况

市
级
︵含
部
门
︶表
彰

地震局
文广新局

检察院

人防办

司法局

妇联

机关事务办
新渡乡
袁集乡

获全市防震减灾综合考核先进单位
淮阴区文化馆获市文广新局淮安市“百姓文化艺术节”大赛优秀组织奖
获淮安市人民检察院侦查业务技能竞赛组织奖
《李某某盗窃案》获全市检察机关２０１５年度未检优秀个案
获２０１６年全市检察机关“向党看齐”诗歌朗诵比赛一等奖
获２０１６年全市检察机关“侦查业务技能竞赛组织奖”
反渎局获市检察院信息化服务职务犯罪侦查优秀技战法技能竞赛二等奖
民行科获全市检察机关创新创优项目三等奖
案管科获集体三等功
法警大队被市人民检察院政治部评为“警务技能竞赛先进单位”
控申科点名接访引入法律援助获得市院创新创优项目优秀奖
被淮安市国动委评为“淮防－ ２０１６”防空警报试鸣暨防空袭行动演练先进单位
被中共淮安市委政法委员会评为“２０１５年度公正司法示范点”
法宣办被淮安市法学会、淮安市法宣办、共青团淮安市委、淮安市关工委评为“优秀组织单位”
获“县区妇联创新创优项目一等奖”
获“２０１５年度全市妇联系统信息工作二等奖”
被市教育局、市妇联评为“淮安市女童保护工作先进集体”
被淮安市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联席会议暨“平安家庭”创建活动领导小组评为淮安市“平安家
庭”创建活动先进集体
被淮安市公共机构节能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评为“２０１６年度公共机构节能工作先进单位”
朱集村被淮安市人大常委会表彰为“优秀人大代表之家”
被中共淮安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评为“２０１６年度全市乡镇农业农村工作农业主导型乡镇”

表３０ ２０１６年淮阴区获市级以上表彰个人名录（部分）
类型 单位 姓名 获奖情况

国
家
级
︵含
部
门
︶表
彰

烟草局

卫计委

司法局

汪　 洋被中国质量协会、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表彰为“全国
质量管理小组活动优秀推进者”

李成菊上消化道癌早诊早治项目工作连续两年获国家癌症基金会“优秀项目奖”

李海丽在国家卫生计生委“全国基层卫生岗位练兵和技能竞赛”活动中获一等奖

王咏梅被中国文明网评为“中国好人”

朱秀梅被中共中央宣传部、司法部表彰为“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全国法治宣传教育先进个人”

３３２荣誉栏　



续表
类型 单位 姓名 获奖情况

省
级
︵含
部
门
︶表
彰

农工部

农行城北支行

财政局
安监局

地税局

国税局

水利局

住建局

卫计委

档案局

文广新局

郑家法被省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表彰为“２０１６年全省农工办系统先进工作者”
盛　 莉被中共中国农业银行江苏省分行委员会表彰为“优秀共产党员”
朱爱红被中国农业银行江苏省分行表彰为“２０１６年零售银行“春天之星”明星个人”
陆成之被金融时报社表彰为“２０１６年《金融时报》优秀通讯员”
任琳琳被江苏省财政厅表彰为“２０１６年全省财政企业财务工作先进个人”
周　 舜被省安监局表彰为“２０１６年度省职业卫生工作先进个人”

龚玉龙被江苏省人民政府残疾人工作委员会表彰为“２０１５年度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工作先进
个人”

张　 振被江苏省地方税务局表彰为“２０１５年度江苏省地方税务局稽查局区域稽查分局先进个人”
卓玉华被江苏省地方税务局表彰为“２０１５年度江苏省地方税务局稽查局区域稽查分局先进个人”
缪长昕被江苏省地方税务局表彰为“１１５”工程—专业骨干
王　 健被江苏省地方税务局表彰为“１１５”工程—专业骨干
李双雷被江苏省地方税务局表彰为“１１５”工程—专业骨干
潘广军被江苏省地方税务局表彰为“１１５”工程—专业骨干
卜伟明被江苏省国家税务局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表彰为“全省国税系统优秀共产党员”
刘保林被江苏省国家税务局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表彰为“全省国税系统优秀共产党员”
袁雪奇获江苏省水利厅全省水政监察发展主题摄影作品三等奖
蒋　 辉被江苏省水利厅表彰为２０１６年度全省水利宣传工作“十佳通讯员”
赵小明获全省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和个人考核优秀奖
王　 欢获全省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和个人考核优秀奖
梁雪燕获“亨达杯”书香淮阴读书征文江苏省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表彰三等奖
韩绪军被省卫计委表彰为“江苏省免疫规划（预防接种）工作先进个人”
罗　 金长三角地区社区医生“高血压、糖尿病”规范化用药知识竞赛个人一等奖
王智洋长三角地区社区医生“高血压、糖尿病”规范化用药知识竞赛个人个人二等奖
吴晶晶江苏省基层卫生技能竞赛主持人遴选大赛，获得第一名
吴成豪江苏省基层卫生技能竞赛主持人遴选大赛，获得第二名

李海丽２０１６年江苏省基层卫生岗位练兵和技能竞赛活动社区护理组二等奖，被省卫计委、省总工
会授予“２０１６年江苏省基层卫生技术标兵”称号

李余高被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和江苏省档案局表彰为“全省档案系统先进工作者”

朱彩虹
被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省新闻出版广电局、省文联表彰为江苏省首批“百千万”工程之
基层文艺骨干优秀个人；散文《那年大雪》获江苏省委宣传部、文化厅、文联等部门第三届
大众文学奖二等奖

路兴军被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省新闻出版广电局、省文联表彰为江苏省首批“百千万”工程之
基层文艺骨干优秀个人

季云华被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省新闻出版广电局、省文联表彰为江苏省首批“百千万”工程之
基层文艺骨干优秀个人

何　 睿被江苏省省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江苏省文物局表彰为“江苏省第
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先进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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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单位 姓名 获奖情况

省
级
︵含
部
门
︶表
彰

文广新局

新闻中心

检察院

人防办

司法局

团区委

码头镇

吴自标
入选陈介祺研究会、陈介祺故居陈列馆韦编三绝“万印楼”———当代国际篆刻精英收藏工
程；《金以刚折》组印入展浙江省甲骨文学会、中国美术学院古文字书法创作研究中心第二
届全国篆书书法大展；《云行雨施》组印入展江苏省文化馆江苏“群星”美术书法摄影作品
提名展

王学礼被江苏省新闻中心工委评为“２０１６年江苏名总编”
任　 欢被江苏省人民检察院表彰为全省“案管业务能手”
夏传惠被江苏省人民检察院表彰为“全省检察机关民事行政检察业务竞赛优秀办案人”
董海芬被江苏省人民检察院政治部表彰为“全省检察机关民事行政执行监督专项行动先进个人”
贾洪刚被江苏省人民检察院记个人二等功
刘国军被江苏省民防局表彰为“十二五”时期全省民防建设先进个人
赵仁宝被淮安市国动委表彰为先进个人
王卫东被淮安市国动委表彰为先进个人
李晓玲被江苏省司法厅表彰为“２０１６年全省司法行政系统宣传先进个人”
葛志军被江苏省司法厅表彰为法律援助工作先进个人
田　 军被江苏省司法厅表彰为安置帮教先进个人
葛海伟获省级优秀团干称号

李卫军代表淮安市计生委参加“二孩来了”江苏省计生协会艺术作品征集评选获得优秀奖（作品：
竹兰图）

市
级
︵含
部
门
︶表
彰

安监局
公安分局

地税局

高玉龙被淮安市安委会表彰为“２０１６年度淮安市安全生产工作先进个人”
王洪萍被淮安市安委会表彰为“２０１６年度淮安市安全生产工作先进个人”

李双雷被淮安市妇女联合会、淮安市全民阅读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表彰为“书香家庭”，被江苏省
淮安地方税务局表彰为２０１６年淮安市地税系统“征管评估能手”

唐　 丽被淮安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表彰为淮安市第四批优秀志愿者，被江苏省淮
安地方税务局记三等功

何长军被江苏省淮安地方税务局表彰为２０１５年度“规范执法示范岗”

黄卫东被江苏省淮安地方税务局表彰为２０１５年度考评优秀等次，被江苏省淮安地方税务局绩效
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表彰为２０１５年度县级局领导班子成员个人绩效考评优秀

孙新军
被江苏省淮安地方税务局表彰为２０１５年度考评优秀等次，被江苏省淮安地方税务局记三
等功，被江苏省淮安地方税务局绩效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表彰为２０１５年度县级局领
导班子成员个人绩效考评优秀

王学飞被江苏省淮安地方税务局记三等功
张忠武被江苏省淮安地方税务局记三等功
盛宏亮被江苏省淮安地方税务局表彰为２０１６年淮安市地税系统“征管评估能手”
缪长昕被江苏省淮安地方税务局表彰为２０１６年淮安市地税系统“税务稽查能手”
陈智平被江苏省淮安地方税务局表彰为２０１６年淮安市地税系统“税务稽查能手”
王　 健被江苏省淮安地方税务局表彰为２０１６年淮安市地税系统“税务稽查能手”
潘广军被江苏省淮安地方税务局表彰为２０１６年淮安市地税系统“信息技术能手”、最美党员家庭
徐　 淮被江苏省淮安地方税务局表彰为２０１６年淮安市地税系统“征管评估标兵”
王福军被江苏省淮安地方税务局表彰为２０１６年淮安市地税系统“征管评估标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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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单位 姓名 获奖情况

市
级
︵含
部
门
︶表
彰

地税局

国土分局

市场监管局

卓玉华被江苏省淮安地方税务局表彰为２０１６年淮安市地税系统“税务稽查标兵”
吴文珍被江苏省淮安地方税务局表彰为２０１６年淮安市地税系统“税务稽查标兵”
胡家文被江苏省淮安地方税务局表彰为２０１６年淮安市地税系统“纳税服务标兵”
唐小进被江苏省淮安地方税务局表彰为２０１６年淮安市地税系统“纳税服务标兵”
张　 振被江苏省淮安地方税务局表彰为２０１６年淮安市地税系统“行政管理标兵”
尹　 峰被江苏省淮安地方税务局表彰为２０１６年淮安市地税系统“行政管理标兵”
张　 勤被江苏省淮安地方税务局表彰为２０１６年淮安市地税系统“信息技术标兵”
石　 浩获２０１６年市局“岗位大练兵业务大比武”暨岗位能手选拔考试开卷人员表彰
卜仕和获２０１６年市局“岗位大练兵业务大比武”暨岗位能手选拔考试开卷人员表彰
严　 松获江苏省淮安地方税务局“税收执法督察、风险应对质量检查案例二等奖”
张保贞被江苏省淮安地方税务局表彰为全市地税系统基础管理能手
吴延昱被江苏省淮安地方税务局表彰为全市地税系统基础管理能手
秦　 浩被江苏省淮安地方税务局表彰为全市地税系统中等风险应对能手

卢巧林获江苏省淮安地方税务局“全市地税系统中等风险应对优秀案例”表彰，获江苏省淮安地
方税务局“全市地税系统中等风险应对优秀卷宗”表彰

袁　 春获江苏省淮安地方税务局“全市地税系统中等风险应对优秀案例”表彰
季洪国获江苏省淮安地方税务局“全市地税系统中等风险应对优秀卷宗”表彰

董正军被江苏省淮安地方税务局绩效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表彰为２０１５年度县级局领导班
子成员个人绩效考评优秀

周建淮被市国土局表彰为党风廉政建设和行风软环境工作“先进个人”、２０１６年度国土资源工作
“先进个人”

史栋梁被市国土局表彰为２０１６年度考核“优秀等次”人员
张　 杰被市国土局表彰为２０１６年度考核“优秀等次”人员
陈　 功被市国土局表彰为２０１６年度考核“优秀等次”人员、优秀党务工作者
朱钢琴被市国土局表彰为２０１６年度国土资源工作“先进个人”
孙成杰被市国土局表彰为２０１６年度国土资源工作“先进个人”
周　 胜被市国土局表彰为２０１６年度国土资源工作“先进个人”
漆文军被市国土局表彰为２０１６年度国土资源工作“先进个人”
朱从峰被市国土局表彰为优秀共产党员
张　 敏被市国土局表彰为优秀共产党员
胡新农被市国土局表彰为优秀共产党员
张秀叶被市国土局表彰为优秀党务工作者
周　 杰被市国土局表彰为优秀党务工作者
高敏涛被市国土局表彰为优秀党务工作者
刘洪亮获市食品药品监管局“透明安全餐饮建设”奖项
张玲玲被淮安市消协评为“淮安市十佳消费维权卫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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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级
︵含
部
门
︶表
彰

市场监管局

环保局

水利局

住建局

宋庆华
获淮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淮安市２０１６年度军队转业干部党政培训班‘公务员职
业道德建设’征文比赛”二等奖，获淮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淮安市２０１６年度军队
转业干部党政培训班优秀调研报告评选活动”一等奖

俞德文获市食品药品监管局“透明安全餐饮建设”奖项
刘　 念被农工党淮安市委评为２０１６年度参政议政先进个人、２０１６年度宣传工作先进个人
包劲松被市质监局评为２０１６年度质量技术监督工作先进个人
吴　 玲被民盟淮安市委评为淮安市优秀盟员
徐泉薇被市质监局评为先进个人

刘　 磊被市生态办表彰为“淮安市环境保护优秀人物”，被市委市政府表彰为２０１６年度生态文明
建设工作先进个人

韩志娟被市水利局表彰为优秀安全员
孙步涛被市水利局表彰为优秀档案员
孙全国获淮安市水利系统“勘测设计杯”第五届职工体育运动会掼蛋比赛二等奖
周海平获淮安市水利系统“勘测设计杯”第五届职工体育运动会掼蛋比赛二等奖
李　 杨获淮安市水利系统“勘测设计杯”第五届职工体育运动会急行跳远比赛三等奖
丁华珍获淮安市首届“最美水利人提名奖”
寇建辉被市水利局表彰为淮安市水行政执法“办案能手”
安业闯获全市水政监察发展主题征文三等奖
顾正武获淮安市委、市政府表彰为２０１６年度城市长效综合管理、防违治违环境整治先进个人
梁卫成获２０１６年度淮安市防灾及应急避难场所建设工作先进个人
厉素芹获２０１６年度淮安市防灾及应急避难场所建设工作先进个人
刘　 军获淮安市委、市政府表彰为２０１６年度中心城市建设先进个人
孙　 毅获２０１６年度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先进个人
王耀新获２０１６年度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先进个人
刘恒超获２０１６年度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先进个人
陈　 祥获２０１６年度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先进个人
周硕荣获２０１６年度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先进个人
苏　 鹏获２０１６年度淮安市燃气工作先进个人，获淮安市２０１５年度安全生产工作先进个人
朱树光获２０１６年度淮安市燃气工作先进个人
赵小明获淮安市２０１５年度安全生产工作先进个人
陶　 涛获２０１６年度淮安市施工图审查工作先进个人
刘　 顺获２０１６年度淮安市施工图审查工作先进个人
孙兰香获淮安市２０１５年度安全生产工作先进个人，获２０１６年全市安全生产论文评比优秀奖
刘红梅获淮安市２０１６年“美国白蛾防治技术知识竞赛”一等奖
沈得艳获淮安市２０１６年“美国白蛾防治技术知识竞赛”三等奖
周　 蓉获淮安市２０１６年“美国白蛾防治技术知识竞赛”三等奖
马雅凤获淮安市２０１６年“美国白蛾防治技术知识竞赛”三等奖
张　 艳获淮安市２０１６年“美国白蛾防治技术知识竞赛”三等奖
王　 丽获淮安市“魅力淮安”住建摄影大赛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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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类型 单位 姓名 获奖情况

市
级
︵含
部
门
︶表
彰

卫计委

文广新局

检察院

司法局

妇联

机关事务办
新渡乡

马　 巍获淮安市“魅力淮安”住建摄影大赛三等奖
范开飞获２０１６年度全市建筑业工作成绩突出个人
洪　 宝被淮安市委表彰为优秀党务工作者
王　 霞被市妇幼保健院表彰为淮安市新生儿筛查工作先进个人
滕佳慧被市妇幼保健院表彰为淮安市新生儿筛查工作先进个人

吴自标《变，变则生不变则死———甲骨文印用字创作谈》（论文）获淮安市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三等奖

朱代成调研文章《回顾与反思探索与展望———淮阴区非物质》在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征文评
比中获三等奖

董志广调研文章《淮阴马灯舞的起源及其地域特色》在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征文评比中获三
等奖

赵学刚被淮安市人民检察院表彰为“优秀检察信息员”
徐立顺获全市检察机关“优秀军转干部”提名奖
颜怀俊全市检察机关“优秀军转干部”
韩振磊被淮安市人民检察院记个人三等功
任　 欢被淮安市人民检察院表彰为案管业务标兵
郭明璐被淮安市人民检察院表彰为侦监监督能手
贾洪刚获淮安市人民检察院“百百千文书”一等奖
卓　 瑞获淮安市人民检察院“百百千文书”三等奖
韩振磊被淮安市人民检察院表彰为“十佳侦查员”
张　 格被淮安市人民检察院表彰为“十佳侦查员”
刘　 军被淮安市人民检察院表彰为最美检察官
王　 赛获淮安市人民检察院最美检察官提名奖
倪一鸣获“全市检察机关警务技能竞赛第二名”
沈振华获“全市检察机关警务技能竞赛第五名”
朱小华被淮安市人民检察院表彰为“优秀检察信息员”

沈建平获淮安市人民检察院优秀女检察官提名奖、全市检察机关２０１６年清风杯乒乓球友谊赛女
子单打第一名，将法律援助引入涉检信访被市院２０１５年度全市检察机关优秀新闻作品

郑　 冰“将法律援助引入涉检信访”被市院２０１５年度全市检察机关优秀新闻作品
章　 波被淮安市司法局表彰为淮安市首届“司法行政十大模范”

葛志军被农工党淮安市委员会表彰为“社会服务工作先进个人”、“党务工作先进个人”、“社情民
意工作先进个人”

罗玉芳被市委、市政府表彰为“平安法治建设突出贡献人员”
胡　 瑜被市关工委、市妇联表彰为“淮安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淮安市女童保护工作先进个人”
张一琳被市妇联表彰为市“平安家庭”创建活动先进个人
徐凯权被淮安市公共机构节能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表彰为“２０１６年度公共机构节能工作先进个人”
司传权在２０１６年淮安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中，被淮安市农业委员会评为先进工作者

８３２ 　 淮阴年鉴（２０１７）



表３１ ２０１６年淮阴区共青团工作获表彰情况
类型 获奖情况

省
级
︵含
部
门
︶表
彰

淮安市淮阴广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团支部获“省级五四红旗团支部奖”
吴集镇团委获“省级五四红旗团委奖”
淮安市淮阴区水政监察大队、红星美凯龙淮安市瑞林商场获省级青年文明号奖
淮阴实验小学获江苏省优秀少先队集体奖
丁玲玲获省级优秀团干称号
张久成获省级江苏青年五四奖章提名奖

市
级
︵含
部
门
︶表
彰

古寨乡团委、码头镇团委、新渡乡团委获市级五四红旗团委创建单位奖
淮阴区水利局财务科、淮阴区老张集乡共青团、淮阴区刘老庄八一幼儿园获市级青年文明号奖
方达获“市级农村致富带头人”称号
彭亚获“市级农村致富带头人”称号
谢波获“市级农村致富带头人”称号
丁元珍获“市级优秀少先队辅导员”称号
孙超获“市级优秀少先队辅导员”称号
孙海红获“市级优秀少先队辅导员”称号
汪东伟获“市级优秀少先队辅导员”称号
王娟获“市级优秀少先队辅导员”称号
崔建国获“市级优秀少先队辅导员”称号
李海丽获“青年岗位能手”称号
岳怡文获青年岗位能手称号
陈昊获青年岗位能手称号
张琳琳获青年岗位能手称号
吴俊凤获“十佳少先队辅导员”称号
李永军获“十佳少先队辅导员”称号

９３２荣誉栏　



附　 录

淮阴区２０１６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淮阴区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淮阴调查队

２０１６年，全区人民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
下，积极应对复杂多变的经济新常态，解放思想、
奋力拼搏，努力推动经济社会健康有序发展，国民
经济运行总体良好，各项社会事业取得新的进步，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良好基础。

一、综合
初步核算，全年地区生产总值４３５ ７２亿元，按

可比价计算，比上年增长９ ８％。分产业看，第一产
业增加值６９ ０５亿元，增长０ ５％；第二产业增加值
１８２ ３９亿元，增长１０ ４％；第三产业增加值１８４ ２８
亿元，增长１３％。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三次产业
增加值比例由上年的１６ ６７∶ ４２ ３１∶ ４１ ０２，调整优化
为１５ ８５∶ ４１ ８６ ∶ ４２ ２９。人均地区生产总值５５７５４
元，比上年增加４４６６元。

二、农业
全年粮食种植面积１４０ ２２万亩，比上年增加

０ ７３万亩；油料种植面积８ ４５万亩，减少０ ３万亩；
蔬菜种植面积４８ ６９万亩，比去年增加０ ９４万亩。

全年粮食产量６３ ０９万吨，比上年减少１ ３６
万吨。其中，夏粮产量２６ １５万吨，减产０ ８７万
吨；秋粮产量３６ ９３万吨，减产０ ５万吨。全年油
料产量１ ９２万吨，减产０ ０４万吨。

全年肉类总产量７ ２ 万吨，比上年下降
０ ４８％。其中，猪肉产量４ ４４万吨，下降３ １４％；
牛肉产量０ １３万吨，比上年增加９ ２６％；羊肉产
量０ ２１万吨，比上年下降２ ０６％；生猪年末存栏
３０ ０６万头，比上年下降４ ８２％；生猪出栏５８ ８万
头，比上年下降３ ２９％；禽蛋产量２ ７２万吨，比上
年增长４ １５％。

全年水产品产量３ ２２万吨，增长０ ３％。其
中，养殖水产品产量１ ９５万吨，增长１ ６％。

全年木材产量７ ７２ 万立方米，比上年减
少１ ５％。

全年新增有效灌溉面积２８１６公顷。
三、工业和建筑业
全年工业增加值１５６ ５１亿元，按可比价计

算，比上年增长１１ １％。规上工业实现利润
１０２ ０６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２ ７７％。

０４２ 　 淮阴年鉴（２０１７）



表３２ 工业产销总值及主要产品产量
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单位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５年 比上年增长％

水泥 吨 １７５２２７９ １７９９９９１ － ２． ６５

商品混凝土 立方米 ２３４３０６０ １９０９７０６ ２２． ６９

钢材 吨 ７０５９２２ ８４０９５３ － １６． ０６

无缝钢管 吨 ４８３３５５ ６４５５２９ － ２５． １２

小麦粉 吨 ２３２６６１ ２０９８０６ １０． ８９

饲料 吨 ６７８６８６ ６１３３６０ １０． ６５

无纺布（无纺织物） 吨 ４４２５ ４３１７ ２． ５０

人造板 立方米 ３０６０２５ ２５５５４２ １９． ７６

蚕丝 吨 ４４２３ ４３８８ ０． ８０

滚动轴承 万套 ２４９ ２１４ １６． ３６

发电量 万千瓦小时 ５７４０４３ ５９５０７３ － ３． ５３

火力发电量 万千瓦小时 ５６５６４４ ５９０１９９ － ４． １６

　 　 全年建筑业完成总产值２５２ ６７亿元，外出施
工产值１４２ ２１亿元。全年全社会建筑业增加值
２５ ８９亿元，比上年增长６％。全区具有资质等级
的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业企业实现利润１０ １２
亿元，增长２１ １６％。
表３３ ２０１６年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实现利润及其增长速度
单位：亿元

指标 利润总额 增幅（％）
规模以上工业 １０２． ０６ １２． ７７

　 其中：国有企业 ０． １８ ２８． ５７

有限责任公司 ２３． ３４ ９． ３７

股份有限公司 ３． ０８ １６． ２３

　 私营企业 ６６． ６０ １４． ３２

港澳台投资企业 ２． ３６ ８． ７６

外商投资企业 ６． １０ ８． ５４

　 其他企业 ０． ４０ ２５． ００

四、固定资产投资
全年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３３９５５６９万元，

比上年增长１９ ９８％。其中：固定资产项目投资
３０４５４５０万元，增长２２ ９７％；房地产投资３５０１１９
万元，下降０ ９３％。

按产业划分，第一产业投资９６２５１万元，增长
１０８ ４％；第二产业投资２５６７４５９ 万元，增长
２１ ６％；第三产业投资７３１８５９万元，增长８ ８２％。

在房地产开发投资中，商品住宅投资２６２３４７
万元，增长３． ９９％；商业营业用房投资５３９０３万
元，下降１４ ８３％。

１４２附　 录　



表３４ ２０１６年分行业固定资产项目投资 单位：万元
指标名称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５ 比上年增长（％）

一、自年初累计完成投资 ３０４５４５０ ２４７６６８０ ２２． ９７

１、按构成分
建筑工程 １２２２６９７ １０２１２０５ １９． ７３

安装工程 １７８４８０ １６８０２３ ６． ２２

设备工器具购置 １３４６１８７ １１２３５５２ １９． ８２

其他费用 ２９８０８６ １６３９００ ８１． ８７

２、按建设性质分
新建 １９８０２１５ １４１７１３７ ３９． ７３

扩建 ３１０５０４ ２０４９５０ ５１． ５０

改建 ７４７５４４ ８４０２５１ － １１． ０３

３、按登记注册类型分
内资企业 ２９４９５３７ ２４５２４５７ ２０． ２７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８７７２６ １２４８２ ６０２． ８２

外商投资企业 ８１８７ ２５７１ ２１８． ４４

个体经营
４、按产业分
①第一产业 ９６２５１ ４６１８６ １０８． ４０

②第二产业 ２５６７４５９ ２１１１３５７ ２１． ６０

　 工业 ２４９０７２２ ２０８００６７ １９． ７４

③第三产业 ３８１７４０ ３１９１３７ １９． ６２

二、项目个数（个）
１、施工项目个数 ５７９ ４１７ ３８． ８５

其中：本年新开工 ４２５ ３５７ １９． ０５

２、本年投产项目个数 ４８５ ２８５ ７０． １８

三、本年资金来源合计 ３０２０３２１ ２７３９１１４ １０． ２７

１．上年末结余资金 ２９９４１ １３２ ２２５８２． ５８

２．本年资金来源小计 ２９９０３８０ ２７３８９８２ ９． １８

（１）国家预算内资金 ９５０ ２６９６３ － ９６． ４８

（２）国内贷款 １６５５３５ １５２５５６ ８． ５１

（３）债券
（４）利用外资
（５）自筹资金 ２７７３４９１ ２５０６２４５ １０． ６６

（６）其他资金来源 ５０４０４ ５３２１８ － ５． ２９

２４２ 　 淮阴年鉴（２０１７）



表３５ ２０１６年房地产开发和销售主要指标完成情况
指　 　 标 单　 位 绝对数 比上年增长％

投资完成额 万元 ３５０１１９ － ０． ９３

　 其中：住宅 万元 ２６２３４７ ３． ９９

　 其中：９０平方米以下住宅 万元 １３２５９２ ５． ５６

房屋施工面积 万平方米 ３８１． ７２ １８． ５３

　 其中：住宅 万平方米 ２７７． ５２ １９． ５２

房屋新开工面积 万平方米 ８９． ９２ ２８． ６０

　 其中：住宅 万平方米 ６１． ３６ ３２． ２７

房屋竣工面积 万平方米 ３６． ３９ ３６０． ６３

　 其中：住宅 万平方米 ２７． ８１ ３４５． ６７

商品房销售面积 万平方米 １１１． ５５ ５０． ０８

　 其中：住宅 万平方米 ９８． ２７ ４９． ６４

本年资金来源 万元 ５３７５７４ ４． ９７

　 其中：国内贷款 万元 ３４６５２ ２１． １６

　 其中：个人按揭贷款 万元 １６８４２２ ３３． ３１

本年购置土地面积 万平方米 ２５． ９３ １３８． ５５

完成开发土地面积 万平方米 ２８． ５６ ３３． ６５

土地购置费 万元 ５７８３５ １７１． ３９

五、贸易
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１１９． ０８亿元，比上

年增长１２． ４％。分行业看，批发和零售业零售额
１１１． ６６亿元，增长１１． ８４％和餐饮业零售额７． ４２
亿元，增长２０． ６％。

在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企业的消费品中，汽
车类零售额比上年增长９． ９％，粮油类减少５．
５％，肉禽蛋类减少６． ２％，服装类增长１５． ５％，日

用品类增长１０． ６％，文化办公用品类增长７． ８％，
通讯器材类增长６． ６％，化妆品类增长１４． ８％，中
西药品类增长２６． １％，家具类增长１９． ８％。

全年货物进出口总额２２０３１． ６万美元，比上
年减少２２． ７％。其中，出口总额１６０３６． ５万美元，
增长１１． １％。

全年实际利用外资１５７７７． １万美元，比上年
增长１４． ５％。

３４２附　 录　



六、交通运输和邮电
全年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７． ５６亿

元，比上年增长７． １％。
交通公路总里程２１３１． ６６公里，其中等级公

路１８９６． ６６公里。全年农公班车客运量５５０万
人次，客运周转量６７５０万人公里。全年内河港
口完成货物吞吐量１４７２． ４ 万吨，比上年增
长１７ ８％。
２０１６年民用汽车拥有量７１５１４辆，其中私人

汽车拥有量６２９９１辆。
全年完成邮电业务总量４２７２５万元，比上年

增长３． ７％。其中，邮政业务总量６１９９万元，增长
１３． １６％；电信业务总量３６５２６万元，增长２． ２％。
固定电话年末用户１３万户。移动电话年末用户
４８． ８万户，其中３Ｇ、４Ｇ移动电话用户２１． ３万户。
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１３． ９８万户。

七、财政和保险
全年财政总收入４８８１２１万元，比上年减少

２６８３６万元，下降５． ２％。其中地方财政公共预算
收入４０５７５９万元，减少３３６７５万元，下降７． ７％；
公共预算收入中各项税收收入３０１２０７万元，减少
６６３１２万元，下降１８％。

表３６ ２０１６年财政收入分项情况
指标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比上年增长（％）

财政预算内总收入（万元） ５１４９５７ ４８８１２１ － ５． ２１

　 中央财政收入 ７５６３４ ８２３６１ ８． ８９

　 　 增值税 ５０００５ ５６９２８ １３． ８４

　 　 消费税 ２５ ２５ －

　 　 企业所得税 １６１８３ １６０５４ － ０． ８

　 　 个人所得税 ９４２１ ９３５４ － ０． ７１

　 地方财政收入 ５２１９７２ ５０６２７５ － ３． ０１

　 　 公共预算收入 ４３９４３５ ４０５７５９ － ７． ６６

　 　 　 各项税收 ３６７５１９ ３０１２０７ － １８． ０４

　 　 　 　 增值税 ２８４５２ ４７９２９ ６８． ４６

　 　 　 　 营业税 １２９５５０ ７８７５８ － ３９． ２１

　 　 　 　 企业所得税 １０７１６ １０７０３ － ０． １２

　 　 　 　 个人所得税 ６２８０ ６２３６ － ０． ７

　 　 公共财政预算支出６２７１２１万元，下降５． ５％。
全年教育支出８５４３８万元，增长１２． ９４％；医疗卫生
支出６４８６８万元，增长２． 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８７８１７万元，增长０． １６％；城乡社区事务支出４５４６７
万元，下降５９． ６９％；环境保护支出６５８３万元，下降
５９． ５９％；科学技术支出２２７４万元，下降８８． ３４％；农
林水事务支出１８１３１２万元，增长１５． ３２％；文化体育
与传媒支出３１５８万元，下降５５． ６７％；财政对社会保
障基金补助支出２０８０４万元，下降１０． ６７％。

全年保险公司保费收入９９４８５万元。其中财
产险业务保费收入１１８０６９万元，人寿险业务保费
收入７７４８７万元。

八、教育和科学技术
全年全区学校总数６７所。其中，普通中学３２

所，职业高中２所（含淮阴卫生高等职业技术学
校），小学３１所，特殊教育学校１所。全年职业高
中教育招生３３１９人，在校生１０１１９人，毕业生
３５１３人。全区普通中学招生１０６２８人，在校生
３０７８３人，其中女生１４５５４人，毕业生１０３８９人。
全区普通小学招生１０５７９人，在校生６２３６０人，其
中女生２８８８６人，毕业生９１１４人。幼儿园在园幼
儿３３５２４人。

全年全区专任教师总数６７２０人。其中，职业
高中教师６４９人，普通中学教师２７３０人，小学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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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３３１９人。

２０１６年，全区专利申请总量２７６１件，其中发
明专利申请７１６件；专利授权１５３９件，其中发明
专利授权２４件。

九、文化、卫生和体育
年末全区共有艺术表演团体１个，文化馆１

个，公共图书馆１个，全年图书总藏量１２． ５万册。
广播电台１座，电视台１座。年末广播节目综合
人口覆盖率为１００％；电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为
１００％，有线电视入户率９６． ６％。

年末全区共有医疗机构２８７个（包括保健所一
个），其中医院５个、卫生院１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４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防疫站）１个。卫生技
术人员３９５２人，其中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
１６０４人，注册护士１８９４人。医院和卫生院床位
３７５８张。５岁以下儿童死亡率６． ５６‰，婴儿死亡率
４． ５４‰产妇住院分娩比例１００％，产妇住院分娩比
例１００％，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１００％。
２０１６年运动健儿在市以上各类比赛中共获得

奖牌２８枚，其中全国金牌２枚，银牌２枚，铜牌２
枚，省级金牌１０枚、银牌５枚、铜牌７枚。全年共
向市以上运动队输送优秀体育后备人才４３人。

十、环境保护、安全生产
全区主要环境指标保持较好水平。空气质量

良好天数２３８天，达标率６８％；ＰＭ２． ５浓度为５４． ５
微克／立方米，比２０１５年下降７． ６％；古黄河饮用
水源水质良好，水质达标率１００％；ＣＯＤ和ＳＯ２净
削减率分别为３． ４５％、８． １７％；城区污水处理率达
到８５． １５％；全区森林覆盖率达到２３． ７７％，城市绿
化覆盖率４０． ３６％。

全年各类生产安全事故５９１起，死亡６９人。
十一、人口、居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年末全区总人口为９３３６０３人，比上年末增加

４４５人。全年出生人口１０９１６人，出生率为１１．

６９‰；死亡人口２７７７人，死亡率为２． ９７‰；自然增
长率为８． ７２‰。
２０１６年全体居民可支配收入２０１４１元，比去年

增长９． ８％；全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１３４０６． ４
元，比上年增长９． ２％；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２８３９３． ２元，增长８． ４％。全区居民家庭食品消费支
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恩格尔系数）为２９． ８％。

全年全区实现新增城镇就业８３７７人，城镇失
业人员再就业４６３８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２． ２５％。

年末全区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人数９． ２３
万人，增加１９５０人。参加城镇基本医疗保险的人
数１９． ５３万人（其中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７． ６７
万人）。参加失业保险的人数６． ４４万人，增加９１３
人。２０１６年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人数为
６３８３６１（含新生儿全额款人数１７８８人），２０１５年参
加人数６５２７６０ 人（含新生儿全额款人数１６８８
人），比上年比减少１４３９９人。参加城乡居民社会
养老保险的人数为２５． ３５万人，减少１３４７２人。

年末全区共有社会福利收养性社会服务机构
４０个，床位３９３０张。全年６２８位城镇居民得到政
府最低生活保障，比上年减少２０人；１６９６８位农村
居民得到政府最低生活保障，减少９９４人；３７６５位
农村居民得到政府五保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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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资料
表３７ ２０１６年淮阴区社会经济主要指标

指标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为２０１５年（％）
一、人口、劳动力（万人）
年末总人口 ９３． ３６ ９３． ３１ １００． １

　 农业人口 ４５． ２６ ４４． ３３ １０２． １

　 非农业人口 ４８． １０ ４８． ９８ ９８． ２

年平均人口（户籍） ９３． ３４ ９３． ２４ １００． １

年平均人口（常住） ７８． １０ ７８． １０ １００． ０

二、综合经济
社会总产出（当年价格）（亿元） １２６３． ５６ ０． ０

地区生产总值（当年价格） ４３５． ７２ ４００． ５６ １０８． ８

　 第一产业增加值 ６９． ０５ ６６． ７６ １０３． ４

　 第二产业增加值 １８２． ３９ １６９． ４７ １０７． ６

　 　 ＃工业增加值 １５６． ５１ １４４． ２５ １０８． ５

　 第三产业增加值 １８４． ２８ １６４． ３３ １１２． １

三次产业结构（％） １００． ０ １００． ０ １００． ０

　 第一产业 １５． ９ １６． ７ ９５． ２

　 第二产业 ４１． ９ ４２． １ ９９． ５

　 第三产业 ４２． ３ ４１． ０ １０３． ２

　 人均生产总值（元） ５５７９４ ５１４０７ １０８． ５

地区生产总值（可比价格）（亿元） ４３９． ８２ ３３６． ８３ １３０． ６

　 第一产业增加值 ６７． ０８ ４６． ７６ １４３． ５

　 第二产业增加值 １８７． ０７ １７９． ４１ １０４． ３

　 　 ＃工业增加值 １６０． ３３ １５６． ３３ １０２． ６

　 第三产业增加值 １８５． ６７ １１０． ６６ １６７． ８

三次产业结构（％） １００． ０ １００． ０ １００． ０

　 第一产业 １５． ３ １３． ９ １１０． １

　 第二产业 ４２． ５ ５３． ２ ７９． ９

　 第三产业 ４２． ２ ３２． ９ １２８． ３

　 人均生产总值（元） ５６３１９ ４２９６３ １３１． １

三、运输、邮电、电力
农公交客运量（万人） ５５０ ４００ １３７． ５

公路货运量（万吨） ２９９． ９５ ２９２． ７１ １０２． ５

邮电业务总量（万元） ４２７２５ ４１２１８ １０３．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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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指标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为２０１５年（％）

移动电话年末用户（万户） ４８． ８ ４８． ７ １００． ２

全年用电量（万千瓦时） １６２８２８ １４８９３２ １０９． ３

　 ＃工业用电量 ８３３０２ ８１１０９ １０２． ７

　 城乡居民用电量 ４３９３０ ３７４０６ １１７． ４

四、固定资产投资
规模上投资 ３３９． ５６ ２８３． ０１ １２０． ０

　 项目投资额 ３０４． ５５ ２４７． ６７ １２３． ０

　 房地产开发投资额 ３５． ０１ ３５． ３４ ９９． １

五、贸易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１１９． ０８ １０５． ９９ １１２． ４

　 批发业 １７． ５６ １５． ６３ １１２． ３

　 零售业 ９４． ６１ ８４． ２１ １１２． ４

　 住宿业 ０． ９７ ０． ８６ １１２． ８

　 餐饮业 ５． ９４ ５． ２９ １１２． ３

　 进出口总额（万美元） ２２０３２ ２８４７８ ７７． ４

　 　 进口 ５９９５ １４０３８ ４２． ７

　 　 出口 １６０３７ １４４４０ １１１． １

六、财政
财政收入（亿元） ４８． ８１ ５１． ４９ ９４． ８

　 人均财政收入（元） ６６６８ ６５６７ １０１． ５

财政支出（亿元） ６２． ７１ ６６． ３６ ９４． ５

七、教育、科技、文化、卫生
普通中学在校学生（万人） ３． ０８ ３． ０７ １００． ３

公共图书馆（个） １ １ １００． ０

卫生机构数（个） ２９１ ２９４ ９９． ０

　 ＃医院 ９ ８ １１２． ５

卫生机构床位数（张） ３９３９ ３６３０ １０８． ５

　 ＃医院床位数 ２６６５ ２４８５ １０７． ２

卫生技术人员数（人） ３９６８ ３９５２ １００． ４

　 ＃医生 １７３２ １６４８ １０５． １

九、人民生活
职工（在岗）年平均工资（元） ６７５８８ ６７４７７ １００． ２

　 ＃国有经济单位职工 ６６９５０ ６６８６８ １００． １

城镇集体经济单位职工 ３３２００ ３２２９５ １０２． ８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人） ２８３９３． ２ ２６２０２． ６ １０８．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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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指标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为２０１５年（％）

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元／人） １３４０６． ４ １２２８０． ３ １０９． ２

十、主要农产品产量（万吨）
粮食（包括大豆） ６３． ０９ ６４． ４５ ９７． ９

油料 １． ９２ １． ９６ ９８． ０

水果 １０． １ ９． ３７ １０７． ８

猪牛羊肉 ７． ２ ７． ２３ ９９． ６

禽蛋 ２． ７２ ２． ６１ １０４． ２

水产品 ３． ２２ ３． ２１ １００． ３

十一、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人造板（万立方米） ３０． ６ ２５． ６ １１９． ５

钢材（万吨） ７０． ６ ８４． １ ８３． ９

发电量（亿千瓦时） ５７． ４ ５９． ０ ９７． ３

水泥（万吨） １７５． ２ １８０． ０ ９７． ３

十二、土地面积（平方公里） １２６４ １２６４ １００． ０

人口密度（人／平方公里） ７３８ ７３８ １００． ０

十三、节水型社会建设指标
单位地区生产总值取水量（ｍ３ ／万元） ８１． １４ ８４． ３６ ９６． ２

单位工业增加值取水量（ｍ３ ／万元） １１． １９ １１． ７８ ９５． ０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８１． １４ ９０． ３ ８９． ９

表３８ ２０１６年淮阴区地区生产总值（可比价）
指标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为２０１５年（％）

地区生产总值 ４３９． ８２ ４００． ５６ １０９． ８

农、林、牧、渔业 ６８． ２５ ６７． ８８ １００． ５

　 农业 ４７． ８２ ４７． ６２ １００． ４

　 林业 ０． ８９ ０． ８４ １０６． ０

　 畜牧业 １５． ８７ １５． ８５ １００． １

　 渔业 ２． ５０ ２． ４５ １０２． ０

　 农、林、牧、渔服务业 １． １７ １． １２ １０４． ５

工业 １６０． ３３ １４４． ２５ １１１． １

　 采矿业 ８． ６３ ７． ９９ １０８． ０

　 制造业 １２５． ４４ １１３． ２５ １１０． ８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１００． ０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２６． ２６ ２３． ０１ １１４． １

建筑业 ２６． ７５ ２５． ２３ １０６． ０

８４２ 　 淮阴年鉴（２０１７）



续表
指标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为２０１５年（％）

　 房屋建筑业 １８． ５３ １７． ５１ １０５． ８

　 土木工程建筑业 ５． ５５ ５． ２２ １０６． ３

　 建筑安装业 ０． ３５ ０． ２８ １２５． ０

　 建筑装饰和其他建筑业 ２． ３２ ２． ２２ １０４． ５

批发和零售业 ２７． ２４ ２５． ４１ １０７． ２

　 批发业 ２２． １１ ２０． ７０ １０６． ８

　 零售业 ５． １３ ４． ７１ １０８． ９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７． ３８ ７． ０６ １０４． ５

　 道路运输业 ５． ２３ ５． ０１ １０４． ４

　 水上运输业 ０． ５４ ０． ５１ １０５． ９

　 装卸搬运和运输代理业 １． １１ １． ０６ １０４． ７

　 仓储业 ０． ４５ ０． ４３ １０４． ７

　 邮政业 ０． ０５ ０． ０５ １００． ０

住宿和餐饮业 ７． ４１ ６． ９２ １０７． １

　 住宿业 １． ８１ １． ７１ １０５． ８

　 餐饮业 ５． ６０ ５． ２１ １０７． ５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１． ２９ １． ２３ １０４． ９

　 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 ０． ８０ ０． ７９ １０１． ３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０． ４９ ０． ４４ １１１． ４

金融业 ５． ３６ ４． ９５ １０８． ３

　 货币金融服务 ４． ００ ３． ６９ １０８． ４

　 保险业 １． ３６ １． ２６ １０７． ９

房地产业 ４２． ８３ ３７． ６６ １１３． ７

　 房地产开发经营业 ３６． ６７ ３１． ８４ １１５． ２

　 物业管理业 ０． ４９ ０． ４３ １１４． ０

　 房地产中介服务业 ０． １５ ０． １３ １１５． ４

　 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 ５． ５２ ５． ２６ １０４． ９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７． １７ ６． ９２ １０３． ６

　 租赁业 ０． ７６ ０． ６９ １１０． １

　 商务服务业 ６． ４１ ６． ２３ １０２． ９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３． １５ ２． ５２ １２５． ０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１． ９５ １． ６２ １２０． ４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１４． ７６ １２． ０９ １２２． １

教育 ２３． ８１ １８． ５０ １２８． ７

卫生和社会工作 １２． ６２ １０． ５２ １２０． ０

９４２附　 录　



续表
指标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为２０１５年（％）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２． ６９ ２． １９ １２２． ８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２６． ８３ ２５． ６１ １０４． ８

第一产业 ６７． ０８ ６６． ７６ １００． ５

第二产业 １８７． ０７ １６９． ４７ １１０． ４

第三产业 １８５． ６７ １６４． ３３ １１３． ０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 ５６３１９ ５１４０７ １０９． ９

表３９ ２０１６年淮阴区人口情况
村（居）
委会 地区码 户数

总人口 出生人口 死亡人口
合计 男 女 合计 男 女 合计男 女

合计： ２８２８４２ ９３３６０３ ４８４０７３ ４４９５３０ １０９１６ ５６８１ ５２３５ ２７７７ １７７２ １００５

王营镇 ３２０８０４１００ ６６３３３ １７３５２６ ８８７６０ ８４７６６ ２４３３ １２５６ １１７７ ３６９ ２２２ １４７

赵集镇 ３２０８０４１０１ １３３２５ ４３４２７ ２２５７６ ２０８５１ ４５１ ２２４ ２２７ １１１ ８５ ２６

吴城镇 ３２０８０４１０２ ９３０７ ３４６２０ １８１３１ １６４８９ ３８５ １９３ １９２ １３４ ８７ ４７

南陈集镇 ３２０８０４１０３ １７２８０ ６３１３０ ３３０４５ ３００８５ ７９１ ４０９ ３８２ ４５３ ２４２ ２１１

码头镇 ３２０８０４１０４ ８０１４ ２５７４８ １３３７６ １２３７２ ２７１ １４７ １２４ ６６ ４６ ２０

王兴镇 ３２０８０４１０５ １０８６８ ３４６９１ １８１９４ １６４９７ ４０７ ２２２ １８５ １２１ ７１ ５０

棉花庄镇 ３２０８０４１０６ １２８４２ ４３０２０ ２２２９９ ２０７２１ ５１１ ２６８ ２４３ ９４ ５３ ４１

丁集镇 ３２０８０４１０７ ９３１６ ３３７８３ １７３３０ １６４５３ ３７７ １９７ １８０ ７２ ４８ ２４

五里镇 ３２０８０４１０８ ８４０５ ２９５５２ １５２９６ １４２５６ ３０６ １５９ １４７ ９８ ６８ ３０

徐溜镇 ３２０８０４１０９ １０５０３ ３９５６５ ２０７００ １８８６５ ３９２ ２２４ １６８ １３８ １０７ ３１

渔沟镇 ３２０８０４１１０ １５５８０ ５７８２８ ３０３２８ ２７５００ ５５３ ２９３ ２６０ １８３ １１０ ７３

吴集镇 ３２０８０４１１１ ８９４１ ３６０６５ １８８２５ １７２４０ ３７２ １９５ １７７ １１２ ８０ ３２

西宋集镇 ３２０８０４１１２ １４９７６ ５０７８９ ２６８５９ ２３９３０ ４５１ ２３９ ２１２ １５６ １１２ ４４

三树镇 ３２０８０４１１３ １２０４０ ４０４４９ ２１２１９ １９２３０ ４０９ １８５ ２２４ １０５ ７５ ３０

韩桥乡 ３２０８０４２００ ９１７５ ３４２４４ １８１４５ １６０９９ ４２４ ２０４ ２２０ ８０ ５８ ２２

新渡乡 ３２０８０４２０１ ８８６２ ３０９８２ １５６８７ １５２９５ ４３１ ２２９ ２０２ ４９ ３４ １５

老张集镇 ３２０８０４２０２ ８９５３ ２８９０１ １４９１３ １３９８８ ２８５ １４０ １４５ ７４ ４４ ３０

凌桥乡 ３２０８０４２０３ ９２９７ ３０３３６ １５７３０ １４６０６ ３４６ １９０ １５６ ５７ ４８ ９

袁集乡 ３２０８０４２０４ ８６０３ ２８３９６ １４５６１ １３８３５ ３３１ １８４ １４７ ８３ ４５ ３８

刘老庄乡 ３２０８０４２０５ ７４９９ ２６８９２ １３８７３ １３０１９ ３４１ １７９ １６２ ６２ ３３ ２９

古寨乡 ３２０８０４２０６ ５８１９ ２２６５４ １１７５４ １０９００ ３１９ １７１ １４８ １０６ ６９ ３７

高新区 ３２０８０４４００ ６９０４ ２５００５ １２４７２ １２５３３ ３３０ １７３ １５７ ５４ ３５ １９

０５２ 　 淮阴年鉴（２０１７）



表４０ ２０１６年淮阴区农、林、牧、渔业及其服务业增加值
指标 代码 本年度现价计算

（万元） 缩减指数 按可比价计算
（万元）

上年同期
（万元）

一、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１ １２８１２２８ １０３． ２ １２４１５０２ １２５２３９４

　 （一）农业 ２ ７２５４９５ １０２． ３７ ７０８６９９ ７２３１５６

　 （二）林业 ３ １４１９６ １０２ １３９１７ １３１９３

　 （三）牧业 ４ ４７２７０３ １０４． ４ ４５２７８１ ４５１９１５

　 （四）渔业 ５ ４５６７９ １０５ ４３５０４ ４２６１１

　 （五）农林牧渔服务业 ６ ２３１５５ １０２． ４５ ２２６０１ ２１５１９

二、中间物质消耗 ７ ５７８６８８ － － ５７３６１１

　 （一）农业 ８ ２３５８１０ － － ２４６９１５

　 （二）林业 ９ ５２１６ － － ４８４０

　 （三）牧业 １０ ３０７０５０ － － ２９３３９５

　 （四）渔业 １１ １９４５９ － － １８１０６

　 （五）农林牧渔服务业 １２ １１１５３ － － １０３５５

三、农林牧渔业增加值 １３ ７０２５４０ ６８２５２５ ６７８７８３

　 按行业分 １４ － － － －

（一）农业 １５ ４８９６８５ １０２． ３７ ４７８３４８ ４７６２４１

（二）林业 １６ ８９８０ １０２ ８８０４ ８３５３

（三）牧业 １７ １６５６５３ １０４． ４ １５８６８７ １５８５２０

（四）渔业 １８ ２６２２０ １０５ ２４９７１ ２４５０５

（五）农林牧渔服务业 １９ １２００２ １０２． ４５ １１７１５ １１１６４

　 按支出法分 ２０ － － － －

（一）固定资产折旧 ２１ １９１１０ － － １９１０５

（二）劳动者报酬 ２２ ６６９６９２ － － ６４６５３５

（三）生产税 ２３ － －

（四）生产补贴 ２４ ５２１８ － － ５２１３

（五）营业盈余 ２５ １８９５６ － － １８３５６

表４１ ２０１６年淮阴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
指标名称 产值 累计增长％

工业总产值总计（现行价格）（万元） １４６１４６７０ １３． ５１

在总计中：新产品产值 ４７７８２ － ５４． ５８

在总计中：轻工业 ６８２５６３１ １３． ７４

重工业 ７７８９０３８ １３． ３１

在总计中：国有企业 ２０９０８５ ２８． ７８

股份制企业 １２６０２４４９ １１． ７２

１５２附　 录　



续表
指标名称 产值 累计增长％

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１０５６６５５ １５． ２３

其他经济类型企业 ７４６４８０ ４４． ９０

在总计中：国有控股企业 ６８１５２８ １２． ６４

其中：大中型企业 ２０９８１７ － ７． ９５

在总计中：民营工业 １２８７６４８６ １３． ４２

其中：私营企业 １００４２０４０ １４． ３２

在总计中：大中型工业企业 ３５６９７７９ ２． ９１

工业销售产值总计（现行价格） １４１６３４１７ １３． ５０

在总计中：出口交货值 ７７７ － １８． ６０

在总计中：轻工业 ６５９２７７１ １３． ０８

重工业 ７５７０６４６ １３． ８６

在总计中：国有企业 ２０８９８４ ２８． ７７

股份制企业 １２２０５６３０ １１． ６７

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１０３４１０８ １５． １１

其他经济类型企业 ７１４６９６ ４６． ３８

在总计中：国有控股企业 ６８５８３８ １３． ０８

其中：大中型企业 ２１１７９０ － ７． １６

在总计中：民营工业 １２４４３４７２ １３． ３９

其中：私营企业 ９６７２１９０ １４． ３０

在总计中：大中型工业企业 ３５０８５２４ ２． ９０

表４２ ２０１６年淮阴区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完成情况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为２０１５年％

合计（万元） ３３９５５６９ ２８３００６９ １２０． ０

　 一、项目投资 ３０４５４５０ ２４７６６８０ １２３． ０

　 二、房地产投资 ３５０１１９ ３５３３８９ ９９． １

表４３ ２０１６年淮阴区固定资产项目投资完成情况
指标名称 合计数 地方数 私营个体

一、计划总投资（万元）
１、建设项目计划总投资 ５６２１５８５ ５５９８３８５ ３９３９２５７

其中：本年新开工项目 ３９３５５９５ ３９１２３９５ ３２２３６６９

２、自开始建设至本年底累计完成投资 ３３３７５１５ ３３２６５５０ ２５３０８１２

２５２ 　 淮阴年鉴（２０１７）



续表
指标名称 合计数 地方数 私营个体

二、自年初累计完成投资（万元） ３０４５４５０ ３０３４４８５ ２３４７２６１

其中：本月完成投资 ２９１１５２ ２８６３８９ ２３３５６６

其中：本年新开工 ２０８９５８３ ２０７８６１８ １７９７４４１

其中：国有经济控股 １０７６２２ ９６６５７

其中：住宅 ５３５２ ５３５２ ５３０２

其中：基础设施投资 １９４９０７ １８７９３４ １３６６５１

其中：民间投资 ２８７７０８６ ２８７７０８６ ２３４７２６１

其中：技改投资 ９５４１９４ ９４７２２１ ８６９０７６

其中：高新投资 ３４０９７４ ３４０９７４ ３１６３３１

其中：高耗能投资 ５７２３３０ ５７２３３０ ２９９３６７

其中：城建投资 ２６０４０ ２６０４０ ５３４７

其中：服务业投资 ３８１７４０ ３８１７４０ ２２８７４３

１、按构成分
建筑工程 １２２２６９７ １２１９１３０ ８６５７１９

安装工程 １７８４８０ １７７３３０ １３８３７２

设备工器具购置 １３４６１８７ １３４０５６４ １１３２５４１

　 其他费用 ２９８０８６ ２９７４６１ ２１０６２９

　 其中：建设用地费 １６７３２７ １６６７８９ １０８９５７

２、按建设性质分
其中：（１）新建 １９８０２１５ １９７６２２３ １４１０２８９

其中：（２）扩建 ３１０５０４ ３１０５０４ ２６３０４０

其中：（３）改建 ７４７５４４ ７４０５７１ ６７１１３２

其中：（７）单纯购置 ４３８７ ４３８７

３、按登记注册类型分
内资企业 ２９４９５３７ ２９３８５７２ ２３４７２６１

　 　 　 国有企业 ６０７５０ ５３６３５

　 　 　 集体企业 ３８１１０ ３８１１０

　 　 　 有限责任公司 ３９０４７７ ３８６６２７

　 　 　 　 国有独资公司 ８１３０ ４２８０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３８２３４７ ３８２３４７

　 　 　 股份有限公司 ７２８３４ ７２８３４

　 　 　 私营企业 ２３４７２６１ ２３４７２６１ ２３４７２６１

　 　 　 　 私营独资企业 ３４０３４５ ３４０３４５ ３４０３４５

　 　 　 　 私营合伙企业 ４７８５ ４７８５ ４７８５

３５２附　 录　



续表
指标名称 合计数 地方数 私营个体

　 　 　 　 私营有限责任公司 １９８４９２６ １９８４９２６ １９８４９２６

　 　 　 　 私营股份有限公司 １７２０５ １７２０５ １７２０５

　 　 　 其他企业 ４０１０５ ４０１０５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８７７２６ ８７７２６

　 　 　 合资经营企业（港或澳、台资） ２９５９５ ２９５９５

　 　 　 合作经营企业（港或澳、台资） ５８１３１ ５８１３１

外商投资企业 ８１８７ ８１８７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 ５５７６ ５５７６

　 　 　 外资企业 ２６１１ ２６１１

４、按产业分
①第一产业 ９６２５１ ９６２５１ ６４９４６

②第二产业 ２５６７４５９ ２５５６４９４ ２０５３５７２

工业 ２４９０７２２ ２４８３７４９ ２００９９４５

能源工业 ５６２２０ ４９２４７ ３７９５２

原材料工业 ５９０２７５ ５９０２７５ ３１２５１２

机电工业 ７７２２６４ ７７２２６４ ６８７５６５

轻纺工业 １０１０８６４ １０１０８６４ ９５０５５０

③第三产业 ３８１７４０ ３８１７４０ ２２８７４３

５、按国民经济行业分
农、林、牧、渔业 １４６８５８ １４６８５８ ７４６０６

农业 ４６２２８ ４６２２８ ２６９２３

林业
畜牧业 ４０５２３ ４０５２３ ３３４７３

渔业 ９５００ ９５００ ４５５０

农、林、牧、渔服务业 ５０６０７ ５０６０７ ９６６０

　 采矿业 ５８１８０ ５８１８０ ３８９２０

非金属矿采选业 ５８１８０ ５８１８０ ３８９２０

　 制造业 ２３７６６３８ ２３７６６３８ １９３３３８９

　 　 农副食品加工业 １６６３５２ １６６３５２ １５８８３６

　 　 食品制造业 ５０２４９ ５０２４９ ５０２４９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１３９６０ １３９６０ １２３４０

纺织业 １３０７２３ １３０７２３ １１０３７８

纺织服装、服饰业 ２００８２２ ２００８２２ １８７７２２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５３２１９ ５３２１９ ４０８１６

４５２ 　 淮阴年鉴（２０１７）



续表
指标名称 合计数 地方数 私营个体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１２６０７０ １２６０７０ １２６０７０

家具制造业 ４４４３５ ４４４３５ ４４４３５

造纸和纸制品业 １０１１０９ １０１１０９ ９７３５９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１４９６３ １４９６３ １４９６３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１５９９６ １５９９６ １５９９６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３６０００９ ３６０００９ １００１２１

化学纤维制造业 ３９００ ３９００ ３９００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６６６８１ ６６６８１ ５４９５９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１７３９０７ １７３９０７ １６０８３２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２１４２６ ２１４２６ ２１４２６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１６９８８ １６９８８ １６９８８

金属制品业 １８８７６３ １８８７６３ １８０２１８

通用设备制造业 ９３６９６ ９３６９６ ９０７８６

专用设备制造业 １０３７９４ １０３７９４ １０３７９４

汽车制造业 １３４５４１ １３４５４１ ７０４１０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７８６０ ７８６０ ３３１０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１００２４８ １００２４８ ９５６８５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１３０２５８ １３０２５８ １３０２５８

仪器仪表制造业 １３１０４ １３１０４ １３１０４

其他制造业 ２３６７０ ２３６７０ １３３３９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１７９４５ １７９４５ １３１４５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１９５０ １９５０ １９５０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５７８５４ ５０８８１ ３９５８６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５６２２０ ４９２４７ ３７９５２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１６３４ １６３４ １６３４

建筑业 ７６７３７ ７２７４５ ４３６２７

　 房屋建筑业 １６０３０ １６０３０ １６０３０

　 土木工程建筑业 ３３０３２ ２９０４０ １０６２０

　 建筑安装业 １４２７４ １４２７４ １４２７４

　 建筑装饰和其他建筑业 １３４０１ １３４０１ ２７０３

批发和零售业 １０７９２２ １０７９２２ ８９９７９

　 批发业 ５６８７０ ５６８７０ ５１９７０

　 零售业 ５１０５２ ５１０５２ ３８００９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９９９８６ ９９９８６ ９３１１８

５５２附　 录　



续表
指标名称 合计数 地方数 私营个体

　 道路运输业 ６４４３０ ６４４３０ ６４４３０

　 水上运输业 ２８６８８ ２８６８８ ２８６８８

　 仓储业 ６８６８ ６８６８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４７０６ ４７０６ ４７０６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４７０６ ４７０６ ４７０６

房地产业 ２１５７３ ２１５７３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１６５１８ １６５１８ １６５１８

　 商务服务业 １６５１８ １６５１８ １６５１８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５０６５ ５０６５ ５０６５

　 研究和试验发展 ４３６５ ４３６５ ４３６５

　 专业技术服务业 ７００ ７００ ７００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４３９３５ ４３９３５ ３９４７

　 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 １９２９５ １９２９５

　 公共设施管理业 ２４６４０ ２４６４０ ３９４７

教育 ９９６８ ９９６８

卫生和社会工作 ８０１０ ８０１０

　 卫生 ８０１０ ８０１０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３８００ ３８００ ３８００

　 体育 ３８００ ３８００ ３８００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７７００ ７７００

　 国家机构 ７７００ ７７００

三、本年新增固定资产（万元） ２５２６５８８ ２５２６５８８ ２０４６０６１

四、项目个数（个）
　 １、施工项目个数 ５７９ ５７４ ４９２

　 　 其中：本年新开工 ４２５ ４２０ ３７７

　 ２、本年投产项目个数 ４８５ ４８５ ４２０

五、房屋建筑面积（平方米）
　 １、本年施工房屋面积 １１６４３６５ １１６４３６５ ８９８４６５

　 　 其中：住宅 ８８６４ ８８６４ ８２４４

　 ２、本年竣工房屋面积 ３２９２６５ ３２９２６５ ３００１６５

　 　 其中：住宅 ３３４４ ３３４４ ３３４４

六、本年资金来源合计 ３０２０３２１ ３０１００７１ ２３１８３８４

　 １．上年末结余资金 ２９９４１ ２９９４１ １７４５８

　 ２．本年资金来源小计 ２９９０３８０ ２９８０１３０ ２３００９２６

６５２ 　 淮阴年鉴（２０１７）



续表
指标名称 合计数 地方数 私营个体

　 　 （１）国家预算资金 ９５０ ９５０ ０

　 　 （２）国内贷款 １６５５３５ １６５５３５ １２７６３５

　 　 （３）自筹资金 ２７７３４９１ ２７６３２４１ ２１５９５１１

　 　 　 其中：企、事业单位自有资金 １１４９０１８ １１４６０１８ ９３５８６０

　 　 　 其中：股东投入资金 ３４２８４０ ３４２８４０ ３１６２５１

　 　 　 其中：借入资金 ３２４８６ ３２４８６ ３１９８６

　 　 （４）其他资金来源 ５０４０４ ５０４０４ １３７８０

七、各项应付款合计 ２６１２２６ ２５９７０１ ２２５１７９

　 其中：工程款 ６８５０２ ６８５０２ ６３３５２

表４４ ２０１６年淮阴区财政、金融、保险基本情况
指　 标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为２０１５年％

一、财政预算内总收入（万元） ４８８１２１ ５１４９５７ ９４． ８

中央财政收入 ８２３６２ ７５６３４ １０８． ９

　 增值税 ５６９２８ ５０００５ １１３． ８

　 消费税 ２５ ２５ １００． ０

　 企业所得税 １６０５５ １６１８３ ９９． ２

　 个人所得税 ９３５４ ９４２１ ９９． ３

地方财政收入 ５２１９７２ ５０６２７５ １０３． １

　 公共预算收入 ４０５７５９ ４３９４３５ ９２． ３

　 　 各项税收 ３０１２０７ ３６７５１９ ８２． ０

　 　 增值税 ４７９２９ ２８４５２ １６８． ５

　 　 营业税 ７８７５８ １２９５５０ ６０． ８

　 　 企业所得税 １０７０３ １０７１６ ９９． ９

　 　 个人所得税 ６２３６ ６２８０ ９９． ３

二、财政支出（万元） ６９７１６８ ７２２９６４ ９６． ４

＃公共预算支出 ６２７１２１ ６６３６２４ ９４． ５

＃一般公共服务 ５７５２１ ７１７４３ ８０． ２

科学技术 ２２７４ １９５０３ １１． ７

教育 ８５４３８ ７５６４６ １１２． ９

文化体育与传媒 ３１５８ ７１２４ ４４． ３

社会保障和就业 ８７８１７ ８７６７９ １００． ２

财政对社会保障基金补助支出 ２０８０４ ２３２８８ ８９． ３

医疗卫生 ６４８６８ ６３２２４ １０２． ６

７５２附　 录　



续表
指　 标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为２０１５年％

环境保护 ６５８３ １６２９１ ４０． ４

城乡社区事务 ４５４６７ １１２７９９ ４０． ３

交通运输 １０９０１ ９２６６ １１７． ６

农林水事务 １８１３１２ １５７２２８ １１５． ３

三、保险机构保费金收入（万元） ９９４８５ ５７４５７ １７３． １

财产险 １１８０６９ ２３０６６ ５１１． ９

人身险 ７７４８７ ３４３９１ ２２５． ３

表４５ ２０１６年淮阴区运输、邮电、电力基本情况
指　 标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为２０１５年（％）

一、运输
铁路营业里程（公里） ３４ ３４ １００． ０

公路里程 ２１３１． ６６ ２１１７． ９５ １００． ６

　 ＃等级公路 １８９６． ６６ １８８２． ９５ １００． ７

　 　 ＃高速公路 ８５ ８５ １００． ０

　 　 　 一级公路 ９４ ９４ １００． ０

农公交客运量（万人） ５５０ ４００ １３７． ５

公路货运量（万吨） ２９９． ９５ ２９２． ７１ １０２． ５

内河港口货物吞吐量 １４７２． ４ １２５０． ５ １１７． ７

水上货运量 ２２６． ４ ９８． ２１ ２３０． ５

二、邮电
邮政局（所）数（处） ２７ ２７ １００． ０

邮电业务总量（万元） ４２７２５ ４１２１８ １０３． ７

　 ＃邮政业务总量 ６１９９ ５４７８ １１３． ２

邮政业务收入 ８５７０． ０１ ７５２６． ２７ １１３． ９

电信业务收入 ３６５２６ ３５７４０ １０２． ２

固定电话用户（万户） １３． １ １３． １ １００． ０

移动电话年末用户 ４８． ８ ４８． ７ １００． ２

　 ＃３Ｇ、４Ｇ移动电话用户 ２１． ３ ２１． ３ １００． ０

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 １３． ９８ １３． ９ １００． ６

三、电力
全社会用电总计（万千瓦时） １６２８２８ １４８９３２ １０９． ３

１．全行业用电合计 １１８８９８ １１１５２６ １０６． ６

８５２ 　 淮阴年鉴（２０１７）



续表
指　 标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为２０１５年（％）

　 其中：工业合计 ８３３０２ ８１１０９ １０２． ７

２．城乡居民生活用电合计 ４３９３０ ３７４０６ １１７． ４

城镇居民 １３１７６ １１０６２ １１９． １

乡村居民 ３０７５４ ２６３４４ １１６． ７

表４６ ２０１６年淮阴区教育、卫生基本情况
指　 标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为２０１５（％）

一、教育
１．学校数（所） ６７ ６６ １０１． ５

　 普通中学 ３２ ３２ １００． ０

　 职业高中 ２ ２ １００． ０

　 小学 ３１ ３０ １０３． ３

２．专任教师数（人） ６７２０ ６８１８ ９８． ６

　 普通中学 ２７３０ ２７１０ １００． ７

　 职业高中 ６４９ ５１５ １２６． ０

　 小学 ３３１９ ３５７２ ９２． ９

３．招生数（人） ２４５４１ ２４１７５ １０１． ５

　 普通中学 １０６２８ １０４１８ １０２． ０

　 职业高中 ３３１９ ３３９０ ９７． ９

　 小学 １０５７６ １０２３１ １０３． ４

４．在校学生数（人） １０３５０４ １０２４３５ １０１． ０

　 普通中学 ３０７８３ ３０７０９ １００． ２

　 　 ＃女生 １４５５４ １４７４２ ９８． ７

　 高中 ８８２１ ９７８３ ９０． ２

　 职业高中 １０１１９ １００７８ １００． ４

　 小学 ６２３６０ ６１４１０ １０１． ５

　 　 ＃女生 ２８８８６ ２８７１９ １００． ６

５．毕业生数（人） ２３０２５ ２３０３８ ９９． ９

　 普通中学 １０３８９ １１１３７ ９３． ３

　 职业高中 ３５１３ ３５０２ １００． ３

　 小学 ９１１４ ８３８７ １０８． ７

６．幼儿园数（所） ６５ ８２ ７９． ３

　 在园人数（人） ３３５２４ ３３７４８ ９９． ３

　 学龄儿童入学率（％）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０

９５２附　 录　



续表
指　 标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为２０１５（％）

　 　 　 ＃女童入学率（％）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０

　 　 小学毕业生升学率（％）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０

　 　 初中毕业生升学率（％） ９５． ０１ ９８． ８１ ９６． ２

二、卫生
１．卫生机构数（个） ２９１ ２９４ ９９． ０

　 　 ＃医院 ９ ８ １１２． ５

　 卫生院 １９ ２０ ９５． ０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４ ４ １００． ０

２．卫生机构床位数（张） ３９３９ ３６３０ １０８． ５

　 　 ＃医院 ２６６５ ２４８５ １０７． ２

　 卫生院 １０６０ １１４５ ９２． ６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２１４

３．卫生技术人员（人） ３９６８ ３９５２ １００． ４

　 执业（助理）医师 １７３２ １６４８ １０５． １

　 护士 １８０４ １６８５ １０７． １

　 ４． ５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３． ５６ ３． ５８ ９９． ４

５．婴儿死亡率 ２． ６５ ２． ７ ９８． １

６．产妇住院分娩比例（％）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０

表４７ ２０１６年淮阴区城市居民家庭人均现金收支情况
指　 标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年为２０１５年％

一、期初手存现金（人／元） ４４５２． ３ ４５９８． ０ ９６． ８

二、家庭收入 ３５４６１． ２０ ２９７６８． ９４ １１９． １

＃可支配收入 ２８３９３． ２ ２６２０２． ６ １０８． ４

１．工资性收入 １７１９６． ６ １５９１０． ５ １０８． １

２．经营性收入 ５４６６． ７ ５０８６． ５ １０７． ５

３．财产性收入 ２７３８． ４ ２４１１． ８ １１３． ５

４．转移性收入 ２９９１． ５ ２７９３． ８ １０７． １

三、借贷收入 ３０１８． ４ ３１４５． ０ ９６． ０

＃提取储蓄存款 １５０３． ７ １５６９． ０ ９５． ８

四、家庭支出 ２４７０４． ７ ２１５６８． ０ １１４． ５

１．消费性支出 １６１８５． ８ １５１５７． １ １０６． ８

２．非消费性支出
捐赠支出 １１９８． ６ １２６８． ０ ９４． ５

０６２ 　 淮阴年鉴（２０１７）



续表
指　 标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年为２０１５年％

赡养支出 １７２． １ １５４． １ １１１． ７

社会保障支出 １９３１． ８ １８９５． ４ １０１． ９

五、借贷支出 ３２４８． ２ ３３４５． ０ ９７． １

＃１．存入储蓄款 ３３４７． ９ ３５４２． ０ ９４． ５

２．归还借款 ８． ２ ７． ３ １１２． ３

３．储蓄性保险支出 ３１． ０ ３４． ０ ９１． ２

４．归还住房贷款 ３６４． ０ ３５１． ０ １０３． ７

六、期末手存现金 ９１５． ５ ８９５． ０ １０２． ３

表４８ ２０１６年淮阴区城市居民家庭人均购买食品情况
指　 标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年为２０１５年％

食品（人／元） ５００７． ２ ４７１３． ９ １０６． ２

一、粮油类 ７４０． ９ ９３０． ４ ７９． ６

１．粮食 ４７４． ９ ８０５． ４ ５９． ０

　 （１）大米 １１５． ０ １２６． ０ ９１． ３

　 （２）面粉 ４８． ０ ５４． ０ ８８． ９

２．淀粉及薯类 ２９． １ ３７． ０ ７８． ６

３．干豆类及豆制品 ８３． １ ８８． ０ ９４． ４

４．油脂类 １５３． ８ １７２． ２ ８９． ３

二、肉禽蛋水产品类 １３３９． ５ １３２４． ０ １０１． ２

１．肉类 ８７９． ６ ８８８． ７ ９９． ０

２．禽类 １５８． ８ １６０． ５ ９８． ９

３．蛋类 ９１． ０ １１８． ６ ７６． ７

４．水产品类 ２１０． １ ２０３． ０ １０３． ５

三、蔬菜类 ５１１． ８ ４８５． ７ １０５． ４

四、糖类 ９５． ４ １１２． ５ ８４． ８

五、烟草类 ３９２． ５ ３８３． ７ １０２． ３

六、酒类 ５００． ６ ３５８． ２ １３９． ８

七、干鲜瓜果类 ２９９． １ ２９１． ６ １０２． ６

八、糕点 ９５． ４ １１２． ５ ８４． ８

九、奶及奶制品 ２６２． ８ ２５７． ２ １０２． ２

＃鲜乳品 １９５． ４ １８５． ０ １０５． ６

十、其它食品 １６８． ７ １３７． ４ １２２． ８

十一、饮食服务 ６００． ６ ５７８． ０ １０３． ９

＃在外饮食 ５７０． ２ ５７８． ０ ９８． ６

１６２附　 录　



表４９ ２０１６年淮阴区城市居民家庭人均主要商品（服务）消费情况
指　 标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年为２０１５年％

一、衣着（人／元） １５５５． ４ １４２１． ５ １０９． ４

１．服装 １１４３． ０ １０７３． ０ １０６． ５

２．鞋类 ４１１． ０ ３４８． ５ １１７． ９

二、居住 ３０５０． ５ ２８２２． ８ １０８． １

１．住房 ２５１． ７ ２０７． ０ １２１． ６

２．水电燃料及其它 ５９８． ６ ５４１． ３ １１０． ６

３．居住服务费
　 ＃物业管理费 ２９． ７ ２９． １ １０２． ０

三、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 １０５５． ４ ９９８． ３ １０５． ７

＃１．耐用消费品 ６０２． ５ ５７６． ８ １０４． ５

２．家庭日用杂品 ３５４． １ ３２２． ３ １０９． ９

３．家庭服务 ７． ３ ６． ５ １１１． ５

四、医疗保健 １９３４． ６ １８５４． ５ １０４． ３

＃１．药品费 ４６８． ７ ４５８． ０ １０２． ３

２．医疗费 ８０５． １ ７７６． １ １０３． ７

五、交通和通讯 １０４３． ７ ９６１． ７ １０８． ５

１．交通 ７１１． ５ ６８７． ０ １０３． ６

２．通信 ３３２． ２ ２８３． ７ １１７． １

　 ＃电信费
六、教育文化娱乐服务 ２１８３． ６ ２０４６． ２ １０６． ７

１．文化娱乐用品 ８４８． ７ ７４７． ９ １１３． ５

２．文化娱乐服务 １２１． ０ １１３． ０ １０７． １

３．教育 １２１３． ９ １１８５． ３ １０２． ４

七、其它商品和服务 ３５５． ４ ３３８． ２ １０５． １

　 　 注：表中“＃”号代表表中的总量指标与分组指标呈依次缩进的格式，其中，有“＃”号的分组指标表示
其为总量指标的一部分；无“＃”号的分组指标则反映全部分组指标数据之和为总指标数据。

２６２ 　 淮阴年鉴（２０１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