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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利新 海敏 高宝亮） 植树造
林，打造“江淮生态大走廊”绿色生态屏障，
是邗江今年生态环境提升工作的一项重要
内容。截至今年5月，邗江全区已完成成片
造林2820亩， 其中珍贵树种1530亩， 植树
59.5万株， 其中珍贵树种培育26.6万株，均
已提前超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去冬今春以来，邗江紧紧围绕市委、市
政府的统一部署和相关要求，区委、区政府
主要领导及早布置，率先垂范，强化组织领
导、精心组织推进，一场声势浩大的造林绿
化活动席卷邗江城乡。3月8日，区级机关全
民义务植树活动在槐泗镇肖胡村611省道
绿化现场举行，区委书记张耀武、区长钱峰
等区四套班子领导和区级机关干部以及驻
邗单位、各界群众代表等共500多人参加植
树活动。这次活动共栽植水杉、桂花、樱花
等苗木3000多株， 为江淮生态大走廊再添
新绿， 将全区全民义务植树活动推向了高
潮。

与此同时， 全民义务植树活动在各镇
（街道、园区）全面推进。方巷、杨寿、甘泉、
瓜洲等镇与市有关部门合作设立了全民义
务植树基地，为市民提供植树场所，吸引了
一批市民前来参加植树活动。

今年对扬州城而言，大事喜事不断，省
运会、园博会将轮番上演，对生态环境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1至5月， 全区实施了611省
道绿化工程、扬州西出入口绿化提升工程、
邵伯湖大堤邗江段绿化等绿化重点工程。
投资2.4亿元的611省道邗江段绿化景观建
设，地形整理已全部完成，正在栽植苗木。
扬州西花园工程已全部完工。 邵伯湖大堤
邗江段绿化目前已完成方巷镇沿湖村段50
亩， 其他地段的绿化方案和施工单位正在
落实中。

造林容易护林难。为此，全区专门建立
了林业工作微信群，及时通报各镇（街道、
园区）造林绿化工作动态、亮点工程、经验
做法等，对一些进度慢、效果差的单位适时
点评， 有效地促进了全区造林绿化工作均
衡推进。

本报讯 （陈云飞） 5月31
日上午， 区委书记张耀武主持
召开区委常委（扩大）会，听取
全区“双过半”情况汇报，研究
区四套班子6月份重点工作以
及 《区委常委会开展解放思想
大讨论活动方案》《关于在全区
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的方
案》，部署当前工作。

会上，各镇（街道、园区）汇
报交流了今年以来主要经济指
标完成情况和冲刺“双过半”的
具体措施，区财政、经信、发改、
商务四个部门分别进行了点

评。在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后，张
耀武指出， 今年上半年全区经
济工作表现为“三个保持，一个
不足 ”： 主要经济指标稳中有
进， 总体保持了平稳发展的良
好态势； 以重大产业项目建设
为抓手， 总体保持了转型升级
的良好趋势；各镇（街道）、园区
和部门主动意识进一步增强 ，
总体保持了奋发向上的良好状
态。 不足体现在重大项目招引
和建设较为“沉闷 ”，要迅速打
破“僵局”，取得新的突破。

张耀武强调， 要把全力实

现主体指标“双过半”作为当前
的主攻任务，自我加压、奋力突
破，以背水一战的决心，确保实
现预定目标。要继续巩固“4·18”
招商成果， 落实签约项目推进
责任。要明确主攻方向，围绕先
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双轮驱
动、“三主三特”产业、田园邗江
建设等，确定好招商目标；要增
强对项目的识别能力， 提高招
商实效；要增强攻坚意识，下狠
劲、出实招，以钉钉子精神抓好
项目推进和落实。

张耀武指出， 要把年度重

点工作的中期突破作为当前重
要任务，用“双过半”的思维加
快推进制造业 “五大行动 ”计
划、“四个高地” 建设、“五园一
城”平台建设、城市总规调整等
重点工作， 确保各项任务有力
有序有效推进。

张耀武强调， 要把解放思
想作为当前重要政治任务 ，认
真贯彻省、市委部署要求，把新
一轮解放思想大讨论与优化区
域生产力布局、 推进产业高质
量发展、加强生态环境建设、推
动民生建设新突破、 推进全面

从严治党等重点工作有机结合
起来， 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
效。

张耀武强调， 要把统筹兼
顾、 协调发展作为当前全区共
同任务，认真做好“四夏”工作，
确保保障到位；要精心准备，落
实责任， 确保高、 中考有序实
施；要认真做好“三路一环”城
市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确保以
优美城市形象迎接省运会 、省
园博会的到来； 要高度重视安
全生产和社会稳定， 切实维护
全区社会和谐稳定大局。

推动党建科学化任务圆满完成

区政协召开党风廉政责任签约大会

本报讯 （吕凯 万明 钱伟）
5月30日上午，区政协召开机关党
建工作暨党风廉政责任签约大
会，区政协主席陈佳宏主持会议，
副主席羊汉江、高长明，秘书长彭
桂华出席会议。

彭桂华就区政协机关党建工
作开展情况进行了专题汇报，并
作了廉政党课发言交流。 各专委
办负责人依次向陈佳宏递交2018
年度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 陈佳
宏要求，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党建

思想引领政协机关落实全面从严
治党责任，推进党建科学化；坚持
严字当头，求实创新，以责任的全
面落实， 推动党建科学化任务的
圆满完成；坚持与时俱进，超越自
我， 造就一支能担当从严治党责
任、善谋党建科学化的骨干团队。

又讯 5月30日上午， 区政协
召开党组会议, 区政协主席陈佳
宏主持会议，副主席羊汉江、高长
明、沈少林，秘书长彭桂华出席会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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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万
明 钱伟 ） 日前 ，
区政协机关结合
“5·10” 党风廉政
教育日活动部署，
组织全体人员赴
方巷镇开展党风
廉政教育活动。区
政协主席陈佳宏，
区政协副主席羊
汉江、 高长明，秘
书长彭桂华参加
活动。

参与活动人
员首先参观了焦
循家风家训展览
馆，通过讲解员的
现场讲解和观看
图片资料，详细了
解了一代通儒大
师焦循的生平事
迹，对家风家训对
一个人的学习、生
活、工作产生的影
响有了深刻认识。
随后，大家赴沿湖

村观看渔民雨天水上作业和农家
小院， 用老百姓最真实的工作场
景，激发干部职工工作中发扬苦干
实干精神，提醒每一名政协人牢记
“为民服务” 初心。 在沿湖村村委
会，大家共同参观了沿湖村以“为
民务实埋头干 清风正气在沿湖”
为主题的廉政文化展示牌，再次将
“责任”“廉洁”种进了心中。

推动基层政协工作再上新台阶

镇政协组织负责人会议召开

本报讯 （吕凯 陈洁 钱

伟） 6月1日，区政协召开镇（街
道、园区）政协组织负责人会议，
区政协主席陈佳宏、副主席羊汉
江、秘书长彭桂华等出席会议。

陈佳宏指出， 全区政协系
统要聚焦基层政协组织阵地建
设。加快阵地建设，是基层政协
组织服务群众的直接体现 ，是
健全政协组织工作体系的重要
举措， 是充分发挥委员主体作
用的有力抓手。要把握新要求，

对照标准， 加快基层政协组织
阵地建设规范化。 要适应新形
势，服务需求。在硬件建设上持
续发力， 在健全机制上形成特
色，在发挥作用上多下功夫。要
夯实新举措，因地制宜，打造基
层政协协商民主工作的 “升级
版”。要巧培亮点，创先争优，示
范引领。 落实工作意见要高效
率，落实示范阵地要高质量，落
实特色活动要高水平， 共同推
动基层政协工作再上新台阶。

坚决打赢迎检攻坚战
邗江部署“七五”普法中期考核迎检工作本报讯 （詹叶青） 日前，全

区“七五”普法中期迎检部署暨
“谁执法谁普法”推进会召开。会
议总结回顾“七五”普法以来全
区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取得的成
绩，安排部署“七五”普法中期考
核迎检工作。区委常委 、政法委
书记朱发奎参加会议并讲话，区
人大副主任李德居 、 副区长陈
建、区政协副主席高长明参加会
议。

朱发奎指出，近年来全区上
下紧扣中心工作抓普法，“七五”
普法工作机制牢、措施实 、氛围
浓，取得了积极成效 。朱发奎就
深化“七五”普法和迎检工作提
出三点意见： 坚持高点站位，坚

决担当法治宣传教育时代重任，
要明晰法治宣传教育的新使命、
要理解法治宣传教育的硬任务、
要打赢法治宣传教育的主动仗。
坚持精准施策，扎实推进法治宣
传教育创新突破，以强责任激发
普法工作新动力、以全覆盖实现
全民普法新提升、以大融合打造
法治实践新高地 。 坚持对标迎
检，全力确保法治宣传教育争先

进位，进一步明确争先领先目标
定位、进一步强化齐抓共管创建
合力、进一步彰显地域特色优势
品牌。

朱发奎强调，“七五”普法中
期考核迎检的“发令枪 ”已经打
响，希望大家务必以高度负责的
态度，全员行动、全力以赴，坚决
打赢迎检攻坚战。

陈建强调，对于“七五”普法

中期考核，各地各部门要认真学
习领会，切实抓好落实 。思想认
识上要再提高、组织领导上要再
加强、 责任落实上要再细化。齐
心协力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确保
顺利通过验收。

会上，区司法局报告“七五”
普法以来全区法治宣传教育工
作情况，邗上街道、区地税局、维
扬中学作交流发言。

全区内部审计工作会议召开
本报讯 （乔伟 钱伟） 5月

30日上午， 邗江区召开全区内
部审计工作会议， 动员部署内
审工作， 提升审计服务经济社
会发展的能力。区委常委、常务
副区长王庆伟出席会议并讲
话。

对于全区内部审计工作，
王庆伟指出， 全区上下要认识
再深化，要重点再突出，创新内
部审计工作方法， 把握内部审
计核心内容， 注重内部审计成
果利用， 不断提升内审工作实

际成效。各方要力量再聚合，加
强工作推进，加强队伍建设，整
合各方合力， 切实强化内审工
作基础保障， 全区上下要通过
一系列强有力的举措， 共同努
力、精准发力，确保全区内审工
作迈上新台阶。

会上，区审计局总结部署
内审工作，区纪委围绕加强纪
检监察与内审工作协作提要
求 ，区商务局 、槐泗镇 、维扬
经济开发区分别作了交流发
言。

张耀武主持召开区委常委（扩大）会，强调———

全力以赴 确保实现双过半
邗江在行动“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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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团结看扬州

司法
援助

让法律服务惠及更多同胞
———《民族团结看扬州》系列报道之五

“要找法，就打12348；有困难，找法援。”这句法律援助的宣传口号在时下扬州大地已成
为群众的共识，更走进了在扬少数民族同胞的心里。而扬州司法部门，更是通过一项项法律
援助行动，帮助少数民族同胞化解了一个个难题，维护了自身的合法权益，让法律的阳光温
暖了每一个角落。

扬州市法律援助中心被司法部表
彰为全国第二届“十佳法律援助单位”，
全国首场“法律援助为民服务创先争优
年”推进会也放在了扬州，扬州“先刑后
民” 法律援助案件示范全国……近年
来，扬州法律援助不断“闪耀”全国，这
背后同样凝聚着扬州法律援助中心服
务少数民族同胞的汗水。

目前在扬州，共有42个少数民族，2
万多名少数民族同胞，流动少数民族同
胞1.3万多名。关爱少数民族同胞，增强
少数民族同胞依法维权意识，维护少数
民族同胞的合法权益，对构建和谐社会
至关重要。近年来，扬州市法律援助工

作在帮助困难群体维权的同时，更是对
少数民族同胞倾斜了关爱。

为提升服务水平，扬州市法援中心
依托基层司法所、社区律师工作室设立
维权工作站，深入群众设立维权便民联
系点， 为少数民族同胞提供便民咨询，
让少数民族同胞在自家门口就能寻求
到帮助。同时将少数民族同胞法律援助
案件作为重点案件办理， 做到专人负
责，重点服务。对于少数民族同胞的受
援案件，中心进行全程监督、管理，以督
促办案人员提高办案质量。此外，对于
每一个少数民族的案件，中心工作人员
都必须回访， 如实记录当事人反馈，总

结反思，不断提高服务水平。
变事后援助为事前防范，把法律援

助工作做在前面。这几年，扬州法律援
助中心除通过传统的专题讲座、宣传手
册发放、与主流媒体合作，开展法律援
助和依法维权的知识宣讲外， 还通过
QQ、微博、微信公众号、微电影等新兴
媒介，扩大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影响力
和公众知晓率，切实增强少数民族同胞
的依法维权意识。

据不完全统计，“十三五” 以来，全
市司法行政部门共为少数民族同胞提
供电话、来访法律咨询1196人次，办理
法律援助案件38件，组织开展专题法治
宣传教育活动18场，发放法治宣传资料
1765份，有力维护了少数民族同胞的合
法权益，促进了社会的和谐稳定。

送服务 让法律援助走进基层

B

提起法律援助， 新疆的莫明江·阿
布里孜感慨万千。他激动地说，若不是
扬州法律援助部门出手相助，在扬州身
无分文的他，真不知道如何讨要将近70
万元的玉石款。

莫明江是来自新疆的一名维吾尔
族玉石商人。2017年初， 他通过向亲戚
朋友借钱，和两名老乡合伙出资购买了
一批玉石（1829公斤），联系出售给扬州
某玉器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并与
李某签订了《购货合同》，约定玉石总价
款为695000元， 由李某在2017年4月17
日前一次性付清。 但让他想不到的是，
合同约定的付款期满后，李某却未按约
支付货款，莫明江和其儿子多次至公司

讨要货款， 但李某均以各种理由拒付，
并将莫明江电话拉黑。 为了追讨货款，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莫明江向扬州市邗
江区法律援助中心求助。

邗江区和扬州市法援中心了解这
一情况后，从维护民族团结、社会和谐
稳定的角度出发，当即决定，为少数民
族同胞特事特办， 帮助其挽回经济损
失，维护合法权益。邗江区法律援助中
心指派当日值班律师———江苏金星光
律师事务所的李正和律师办理。同时考
虑到莫明江囊中羞涩，当即决定当天放
下所有事情，为其办齐起诉所需要的全
部材料，方便他们回新疆。2017年8月18
日，邗江法院公开审理本案，8月20日作

出一审判决，判决李某于判决生效后十
日内一次性支付莫明江货款695000元，
玉器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从而帮助莫明
江维护了合法权益。

要让陷入困境的少数民族同胞打
得起官司， 就要降低法律援助的门槛。
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扬州对少数民族同
胞法律援助的门槛一降再降，范围一扩
再扩， 力求惠及更多少数民族同胞。此
外，扬州市法援还结合实际，探索适度
扩大受案范围，将涉及劳动保障、婚姻
家庭、食品药品、教育医疗等与少数民
族同胞紧密相关的事项纳入法律援助
补充事项范围。

为了实现应援优援，扬州法律援助
人对援助对象倾注了全部感情。在他们
的心中 “让法律的阳光温暖每一个角
落”是承诺，更是行动。

降门槛 惠及更多少数民族同胞

C

近年来，扬州市法律援助工作不断
总结创新，多举措为少数民族同胞提供
法律服务，其中开辟的“绿色通道”更是
受到了少数民族同胞的欢迎。

据介绍，扬州法律援助中心开通的
少数民族法律援助“绿色通道”，一律实
行“优先受理、优先审查、优先指派、优

先办理”原则，及时、高效地保障少数民
族同胞的合法权益。对法院已提供司法
救助的维权案件和涉及劳资纠纷、工伤
待遇、人身损害赔偿、刑事等案件，法律
援助中心不再审查，直接受理。对70岁
以上以及患有重大疾病的，实行预约和
上门服务，直接提供法律援助。

“如何进一步增强少数民族同胞依
法维权意识，维护好少数民族同胞的合
法权益，法律援助工作任重道远，定会
再接再厉， 不断在实践中创新工作方
法、拓宽援助范围、增强援助实效，切实
为少数民族同胞办实事、解难题，依法
维护好其合法权益，为民族和谐、社会
稳定履行好自己的职责。” 扬州市法律
法律援助中心的负责同志表示。

张孔生 王清荣 杨国华

开通道 提供及时高效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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