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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史伟 朱文军
通讯员 吕述谡

在沭阳县钱集镇，随处可见红色
印迹，如淮海区军政大礼堂、新四军
公园浮雕、红色教育彩绘墙、红色文
化民宿、新四军大食堂，还有革命大
道、新四军大道、淮海大道、军民路、
三师路、十旅路和红军桥、井冈山桥、
八路军桥……

抗战时期，原张圩乡（现并入钱
集镇）是淮海抗日根据地机关所在
地，先后是中共苏皖区委、中共淮海
区委、淮海区专员公署、淮海区行政
公署机关驻地。

1938年底至1939年3月，侵华
日军入侵淮海地区，所到之处烧杀抢
掠，犯下累累罪行。面对侵华日军的
暴行，淮海人民奋起抵抗。据《宿迁市
志》记载，1940年9月18日，中共苏皖
区党委在沭阳钱集召开士绅座谈会和
各界代表会议，决定成立淮海区专员
公署（曾一度与沭阳县抗日民主政府
合署办公），辖涟水、淮阴、泗阳、沭阳、
东海、灌云、宿迁、沭宿海、连灌阜9个

县级抗日政权，机关驻张圩乡陈圩
村。1941年5月，苏皖区党委改称淮
海区党委。次年3月，淮海区专员公
署撤销，成立淮海区行政公署。

1940年秋初步开辟的淮海抗日
根据地，为全国19个抗日民主根据地
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

时期开辟的苏北战略区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后成为中共苏皖区党委东
进之基点、淮海抗日根据地的核心。

在刘少奇、陈毅、黄克诚等老一
辈革命家的领导下，金明、李一氓、刘
震、张爱萍、刘瑞龙、李干成、张彦、杨
纯等革命先辈以张圩为中心，团结抗

日爱国人士，放手发动群众，扩大抗
日武装，指挥率领淮海抗日军民同日
伪顽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

村民严祖军今年已80岁，淮海
区行政公署的工作人员曾借住在他
家。“行署办公地点就在我家南边不
远。我四五岁时，20多人在我家借
住了两个多月。我母亲说，那时家
里只有两间茅草屋，夜晚他们扯稻
草打地铺，早上经常帮我家挑水、劈
柴，后来撤走时还悄悄在桌上放了
几块银元。”

淮海区行政公署旧址，是淮海军
民和全国人民一起抗击敌寇、保家卫
国的见证。近年来，钱集镇传承红色
基因，全力挖掘红色文化，重点打造张
圩六塘河文化旅游区，通过发展红色
旅游、红色教育培训等，“老区变景区、
民房变客房、产品变礼品、田园变公
园”美好愿景正逐步变为现实图景。

陈圩村党支部书记王永宏介绍
说，近年来，镇村整合各类资源打造
红色名片、传承红色文化，进一步彰
显革命老区精神内涵，激发干部群众
干事创业的信心和决心。

淮海区行政公署办公旧址：

军民同心，抗敌御寇淮海威名扬

□ 本报记者 岳旭
实习生 朱思谕

初秋，新沂市马陵山景区层峦叠
嶂、万木葱茏。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
来，此处迎来一批又一批游客、师生
和机关企事业单位参观团。在这里，
人们重温75年前那场恢弘壮阔的宿
北大战，感受老一辈革命家英勇无畏
的报国情怀。

“宿北大战既是我山东野战军和
华中野战军会合后打的第一仗，也是
整个华东战场乃至全国战局的第一
个重大转折点，可以说，没有宿北大
战，就没有解放战争。”马陵山风景名
胜区讲解员卢方方激情澎湃的解说，
将历史镜头拉回到1946年9月……
彼时，国民党军大举进攻我华东解放
区，中共中央作出战略部署，令山东
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采取联合行动，
陈毅为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为副司令
员，谭震林为副政委。毛泽东电令：
两军会合第一仗必须打胜。

1946年11月，国民党为控制苏
北和鲁南地区，令徐州绥靖公署主任
薛岳“半个月内解决苏北战事”，薛岳
随即集结25个半旅，分四路同时进
犯苏北、鲁南根据地。12月13日，
国民党军整编69师和整编11师从

宿迁出动向沭阳进攻，其中整编69
师的两个旅和一个团为左翼，向新安
镇进攻；整编11师为右翼，向沭阳进
攻。面对来犯之敌，陈毅和粟裕决
定：先打整编69师！

马陵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处旅游
发展局局长魏峰说，敌两个整编师均
为“王牌师”，之所以选择优先“吃掉”
整编69师，一来是因为整编11师师
长胡琏“狡如狐，勇如虎”，打掉它不
容易，二来则是整编69师师长戴之
奇轻敌冒进，利于我军围歼。

12月14日，戴之奇率部进攻人

和圩、嶂山镇、晓店子地区。陈毅率
“前指”坐镇马陵山“三仙洞”内，指挥
宿北大战。17日下午，华野二纵、九
纵扫清了人和圩周围的敌人，割裂了
敌整编69师与整编11师的联系，并
将其集中包围在人和圩，做好总攻准
备。次日下午4时，二纵、九纵对人
和圩发起总攻，至19日凌晨2时，全
歼敌人。戴之奇因走投无路而自毙，
副师长饶少伟被俘。此役共歼敌
21000余人，开创了解放战争以来，
我军一次作战歼敌最多的纪录、一次
作战歼敌一个整编师的先例。战后，

陈毅作诗一首：敌到运河曲，聚歼夫
何疑？试看峰山下，埋了戴之奇。

魏峰介绍，此战之前，国民党控
制了大片根据地，战役的胜利挫败了
敌人的气焰。“戴之奇部是国民党的
王牌部队，全部是美式装备，全歼戴
之奇部，为此后相继进行的鲁南战
役、孟良崮战役、莱芜战役等开创了
一个好的开始。”

秋日的马陵山间，宿北大战纪
念碑巍然耸立，沿着蜿蜒山路寻
觅，昔日陈毅元帅率部驻扎的前沿
指挥所旧址“三仙洞”内，洞壁上的
凹孔，仿佛还悬挂着当年那盏昏暗
的煤油灯；潮湿狭小的空间内，军
用地图、桌子、行军床、手摇电话井
然摆放……如今，这里不仅是江苏
省红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是当
地干部教育培训中心，每年游客达
20余万人。“为进一步弘扬革命文
化、传承红色基因，今年，马陵山镇
依托景区红色旅游资源，打造党史
学习教育基层讲习线路，加大对红
色文化的保护、挖掘、开发和宣传
力度，统一规划景区红色文化教育
园，让红色教育点位贯穿辖区，为
基层党支部开展党史教育提供优
质教学资源。”马陵山镇党委书记
蒋讯迅说。

新沂市马陵山：

运筹帷幄，一战歼敌一个整编师

□ 本报记者 张文婧
通讯员 黄恬恬 吴昊

蓝白相间的水泥地面、整齐的休闲
长椅、崭新的户外运动器材……近日，
在盐城市亭湖区天山路与建军路交叉
路口东南角的“口袋公园”，亭湖区市民
吴智峥带着小孙女散步。提起“家门
口”这个“迷你公园”，吴智峥连连夸赞：

“从前附近没地方遛弯，这个刚刚修建
好的小公园离我家特别近，走过去只需
要五六分钟，真不错！”

吴智峥口中的“小公园”是亭湖区
东方音乐广场“口袋公园”。整个公园
占地1000平方米，由原先的新民健身
广场改造而来。改造后的小公园增加
了音乐主题元素，在景观设计上融入了
大提琴、五线谱等符号标志，配植灌木、

草皮，移植榉树、栾树、樱花等本土适生
植物，打造出雅致的街角绿地。

“口袋公园”建设是今年亭湖区为
民办实事项目之一。党史学习教育开
展以来，全区用心用情开展“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把办好老百姓操心
事、烦心事作为实践活动的重要落脚
点，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在第二批“我为
群众办实事”项目征集中，梳理出民生
实事项目366个。

“口袋公园”建设作为群众反响强
烈、期盼度高的实事项目之一，在启动之
初就备受重视。亭湖区住建局结合实际
情况，对全区内的城市拆迁腾退地、边角
地、闲置地、裸露土地、道路节点、公园等
进行地毯式排查，坚持“不怕大、不嫌小”
的原则，列出可建的“口袋公园”建设清
单共计50个，截至目前已建成45个。

亭湖建设50个“口袋公园”

城市“边角料”，变成“幸福地”

寻访江苏红色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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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至2021年，从南湖启航的小
小红船到领航复兴的巍巍巨轮，中国共
产党走过了整整一百年的历程。这一百
年，是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创造历史、书
写神奇的百年；是曲折中砥砺前行、逆境
中初心不改、转折中开辟新局、苦难中铸
就辉煌的百年；也是与各民主党派、工商
联精诚合作、风雨同舟、荣辱与共、肝胆
相照，把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复兴事业
不断向前推进，携手开启新征程的百
年。百年丰功伟绩深刻表明，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
心力量，是新时代领航向前的不竭动力。

省工商联作为党领导的人民团体和
商会组织，无论是在建国初期公私合营的
社会主义改造中，还是在改革开放开启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征程中，从未动摇过
对中国共产党的信赖，团结带领老一代工
商业者、新一代民营经济人士，为建设新
江苏贡献了一代又一代工商人的智慧和

力量。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
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省工商联作为“民
营经济人士之家”，在引导民营企业贯彻
新理念、开展科技创新、促进产业转型升
级等方面不断推出务实举措，为推动民营
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发力。

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促进“两个健
康”，是党和政府赋予工商联的重要职
能。省工商联找准定位，从帮助破解发展
难题、改善营商环境、提高服务实效入手，
先后与40多家政府部门等建立“1+N”工
作合作机制，积极营造政治上认同、政策
上支持、社会上尊重、法律上保护的发展
氛围。持续开展民营企业百强发布、服
务月等品牌活动，不断探索契合时代需
求的经济服务新途径新模式。聚焦痛点
堵点难点问题，深入企业、基层调查研
究，提交意见建议两千余条，受到各级党
委、政府高度重视，推动《关于促进民营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等重磅政策措

施出台。适时发布营商环境评估报告、
民营经济季度分析报告，聚焦惠企政策
落地落实，增强企业获得感。参与谋划
承办“第二届江苏发展大会暨首届全球
苏商大会”等重大活动，引导民营企业抢
抓长三角一体化等战略机遇，转型升级、
创新发展。江苏民营经济实现从总量微
不足道到“半壁江山”“三分天下有其二”
的飞跃，成为当之无愧的江苏经济增长
的重要引擎、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扩大
就业的重要渠道、社会活力的重要源
泉。工商联作为政府管理和服务民营经
济的助手，践行了与改革同行、为发展聚
力的时代责任。

建设一支始终与党同心同向同行的
代表人士队伍，是党和政府交给工商联
的光荣任务。省工商联坚持思想引领，
推动建立张謇企业家学院，通过分级开
展报告会、宣讲会、座谈会、培训班等活
动，累计培训培养民营经济人士逾万人
次。突出年轻一代的教育培养，与省委
统战部共同启动新时代江苏民营企业家
培养计划，连续举办5期后备人才培训
班，引导青年企业家厚植家国情怀，将企
业梦、个人梦融入民族复兴梦，用实际行
动书写个人事业的华彩篇章。高擎苏商
旗帜，弘扬“厚德、崇文、实业、创新”的新

苏商精神，联合开展优秀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建设者等评选表彰活动，广泛
宣传一批又一批有立场、有思想、有情
怀、有坚守、有匠心的优秀企业家代表，
进一步丰富苏商精神的时代内涵，激励
更多的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把积极
履行社会责任作为检验企业家健康成长
的重要平台，在抗洪抢险、抗疫救灾、扶
贫济困、援藏援疆、促进新农村建设的生
动实践中，引导广大民营企业家捐款捐
物、兴办项目、安置就业，把“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的传统美德和“义利兼顾、以
义为先”的光彩精神传播至祖国四面八
方。倡导设立“江苏省民营企业决胜全
面小康社会精准扶贫基金”，深入实施

“百企帮百村”活动，累计落实各类帮扶
项目6500个，投资总额221亿元，帮扶经
济薄弱村4200个、低收入人口20.8万人。

广大工商联人与中国共产党走过了
辉煌历程、写下了壮丽篇章、积累了宝贵
经验、形成了优良传统。站在“两个一百
年”的历史交汇点，江苏省工商联一定不
辱使命、接续奋斗，团结和带领广大民营
经济人士，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与时俱进 与党同行

共筑民族复兴百年梦
江苏省工商联主席 许仲梓

我为群众办实事

本报讯（张宇熠 段卓娅） 不久
前，在溧阳市别桥镇的村民会议室里，
谢家坝村、下尖圩村等自然村的房屋权
籍调查成果图平摊在桌上，村民围坐一
堂，反复核对农房一体登记具结书后签
上了名字。溧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党委书记、局长林勇说：“农房一体确权
后，不仅将有效解决各类农村宅基地和
房屋纠纷，也将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
利，有助于盘活闲置农房资源。”

自今年1月以来，溧阳市全面开展
农房一体登记工作。溧阳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协同常州市测绘院、南京国图
信息产业有限公司等6家合作单位，组

建12支队伍下乡。从试点村镇开始，
工作人员挨家挨户走访村民、村委和相
关部门，听取民意、收集问题，梳理解决
问题，形成具体操作方案。

经过半年多的实地测绘、上门摸
排、材料审核，溧阳已基本完成收件、
勘测、建库登记相关前期工作，进入群
众签字、三级（镇、村、组）确认、公示公
告等登记发证环节。截至目前，溧阳
市已完成调查宗地数199575宗，其中
应登记发证宗地数132303宗，已发宅
基地/集体建设用地宗地数 119530
宗，发证工作将于10月底完成，实现

“应登尽登”。

溧阳农房一体登记
进入全面发证阶段

□ 本报记者 晏培娟 钱飞
通讯员 李炀 陈媛

“感谢纪委同志给我们办了一件大
好事，现在家里干净了，也安全了，还省
钱了。”新近用上管道煤气的镇江市润
州区七里甸街道光华社区居民吉焕娣
高兴地说。

今年以来，润州区纪委监委立足电
梯、消防、燃气等三大群众“揪心事”，将
居民生活安全专项监督纳入日常监督重
要内容，牵头成立集中整治工作组，以

“大数据+网格化+铁脚板”方式深入开
展城市安全隐患排查“飓风行动”，一体
推动属地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
主体责任落实。工作组重点对城中村、

老旧小区、拆迁安置小区的突出安全问
题深入摸排，累计发现电梯、消防、燃气3
个方面64类重点安全隐患，全部登记造
册，形成整治清单，下发至各成员单位，
做到以单定责、对标整改。截至目前，工
作组已处置电梯安全隐患23个，完成92
个住宅小区消防设施设备换新、消防通
道划线工作，5个老旧小区300余户居民
全面接通管道燃气。

“我们将持续巩固深化治理成果，
督促职能部门开展好城市安全长效管
理‘清风行动’，对整改落实情况进行

‘回头看’，常态监督推动燃气‘瓶改管’
工作向城中村延伸，保障更多城市居民
生活安全。”润州区纪委副书记、监委副
主任陆振兴说。

润州区纪委监委
开展居民生活安全专项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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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 也相继出台配套政策，细
化支持措施，促进利好政策落地。近
日，省政府出台《关于促进养老托育服
务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进一步完
善养老服务的规划、供给、政策和监管
体系，优化发展环境。

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

为让老年人不与时代脱节，打通数
字鸿沟，今年5月省人大常委会修改
《江苏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新增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编制国土空间
规划时，应当根据人口老龄化发展趋
势、老年人口分布和老年人的特点，统
筹考虑适合老年人的公共基础设施、生
活服务设施、医疗卫生设施和文化体育
设施建设”条款，尤其是新增“地方各级
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推动兼顾老年
人需要的智慧社会建设，帮助老年人解
决运用智能技术困难，保障老年人基本
服务需要”条款，率先将帮助老年人跨
越数字鸿沟写入法规。

据省卫健委介绍，为方便老年人看
病就诊，省卫健委专门下发《全省卫生
健康系统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
术困难行动方案》，从完善“健康码”管
理、建设老年友善医疗机构、优化网上
办理就医服务、加强日常健康管理、实
施“智慧助老”行动等5个方面提出具
体措施，明确进度安排，强化组织保障，
着力解决老年人在运用智能技术方面
遇到的突出问题，切实维护老年人健康
权益。

《方案》特别要求三级以上公立医
院要为70岁以上老年人开设挂号、缴
费、取药优先窗口，并结合老年友善医
疗机构建设和“智慧助老”行动，开展老
年人应用智能技术宣传教育和技能培
训。争取到2022年6月底，50%二级
医院、70%三级医院设立“一站式”为老

服务窗口，老年人就医“一卡通”应用在
区域内得到有效推进。

探索康养产业经济

据省老龄办介绍，近年来我省积极
推进医养结合发展，探索多样化发展模
式，逐步形成医养协作、医养融合、服务
集成等医养结合形式。目前全省医疗
卫生机构和养老机构签订合作协议达
3406对，全省共有两证齐全的医养结
合机构810家，拥有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3.2万人。全省超过2/3的县（市、区）
开展上门服务，开设家庭病床 5130
张。建成1302个家庭医生工作室，方
便老年人就近就便获得慢病随访、用药
咨询等综合服务。

鼓励社会资本建设医养康养相结
合的综合居住区，截至去年底，全省社
会力量举办或经营养老床位数占养老
总床位数比例达到70%。鼓励支持各
地通过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开展
养老服务项目，目前，全省共有养老类
PPP项目6个，总投资20.91亿元，吸引
社会资本16.89亿元。

根据规划，到2025年，全省每个设
区市设立1所以上三级老年医院、人口
超过50万的县（市、涉农区）设立1所
以上二级老年医院；每个县（市、区）建
成1所以上护理院；全省二级以上公立
综合性医院设立符合标准的老年医学
科的比例达到85%以上；基层开展老
年人中医药健康服务适宜技术达90%
以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老年、护理、
康复床位占比达到35%以上。探索制
定中低收入家庭老年人接受养老服务
支持政策，推动农村特困人员供养机构
转型为标准化农村区域性养老服务中
心。建立健全医养康养产业政策体系，
完善相应的土地、融资、投资、用工、税
收等支持政策，发布支持政策清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