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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日以来,国务院第六次大
督查的16个督查组在抵达各省区
市后,马不停蹄地展开实地督查工
作,通过线索核查、暗访督查、小范
围访谈、实地走访等各种形式,深入
一线,探访民情民意。

提前收集整理线索,精准聚焦

国务院第六次大督查突出问题
导向,在赴各地正式开展督查工作
以前,各督查组就通过多种方式广
泛收集整理线索,带着问题去督查。

国务院第六次大督查延续以往
督查成功经验,充分利用互联网平
台,广泛听民声、察民意。从4月起,
国务院办公厅就设立了国务院“互
联网+督查”平台,开通国务院“互联
网+督查”小程序,向社会征求问题
线索或建议。

根据大量提前了解的线索,督
查组派出一支支调查小组前往有关
地方,与线索提供人接触,提前掌握
重要线索、情况,做到精准督查。

“大家可以24小时给我们打电
话反映情况。”在与重庆15家企业
座谈了解核实稳岗补贴发放等情况
时,第十一督查组成员王鹏向企业
代表公开了自己的手机号。

不漏掉一条线索,不放过一个
问题。督查四川的第十二督查组将
已掌握的线索分类建立台账进行动

态管理,联系相关线索举报人,对问
题进行核查。督查安徽的第六督查
组对每一个问题线索精准核实、刨
根问底,弄清一个销一个。

不用陪同、不打招呼,
倾听基层声音

不走“指定线路”,不看“示范盆
景”。国务院第六次大督查各督查
组不用陪同、不打招呼,一竿子插到
底,倾听基层声音。

“在日常工作中,我们对基层的
了解更多是通过数据。但在大督查
工作中,我们走进了街道社区,了解
老百姓的切身感受和体会。”第十一
督查组成员代欣表示。

——办座谈,听成绩找问题。
“之前我们办业务平均需要10个月
左右,现在最短只需要39天。”3日
下午,在第一督查组深化“放管服”
改革企业座谈会上,天津一家房地
产企业负责人如是说。

了解成绩的同时,通过与企业
座谈,办照容易办证难、企业注销登
记时银行销户难等问题,进入督查
组成员视野。

——发问卷,主动调查实情。
省级行政许可事项“瘦身”81%,清
理了哪些内容?政务服务网上,各部
门信息是否真正打通、实现实时共
享?为了解实情,督查海南的第十督

查组采取了问卷调查的方式。
“优化营商环境是否真正落到

实处,不能光看材料上的数据和少
数个案。我们针对市场主体设计
了调查问卷,在一定数量的样本基
础上进行分析,可以准确地总结经
验和发现问题。”第十督查组成员
陶军说。

——隐藏身份,体验式暗访。
第十三督查组进驻贵州后,专门派
人陪同办事群众,全程体验式暗访
政务服务大厅,查找办事过程中的
痛点、难点。

第十二督查组人员在四川南充
市高坪区政务服务大厅暗访时,一
位前来办理房屋登记遇阻的大婶好
心提醒:“你有没有到区房管局办
完?要先去那里办完,再到这儿交
钱,要等3天。”区级政务部门办事地
点分散、群众办事来回跑的情况就
这样被督查组清晰掌握。

——不打招呼,突击现场检
查。4日一早,第三督查组成员从内
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抵达赤峰市
后,未告知当地有关部门,自行乘坐
出租车直奔现场,在赤峰市两个创
业孵化基地对相关扶持创业补贴政
策落实情况进行明查。

经核查,督查组发现,当地两个
创业孵化基地均满足相关文件规定
的享受扶持政策资质要求,却多次

申请未果。对于督查组指出的问
题,赤峰市相关部门表示,将以此次
督查为契机,立即启动2018年创业
孵化基地认定评估工作,扎实兑现
政策。

——回头看,反复核实。“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就业情况怎么样?”第
十二督查组成员在成都理工大学督
查稳定和扩大就业情况,工作人员
表示,目前做到了建档立卡贫困学
生100%就业。座谈结束后,督查组
工作人员抱走了厚厚一摞材料。“这
是所有300多名建档立卡贫困学生
的就业情况和个人联系方式,我们
回去后会打电话核查。”第十二督查
组成员表示。

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

突出经济运行和改革发展中的
重点难点,聚焦人民群众和市场主
体反映强烈的堵点痛点,以点带面
推动工作落实,是国务院大督查工
作的重要目的。

第七督查组根据群众提供的线
索,了解到江西省修水县对没有办
理“货车通行证”的车辆,24小时禁
行。一些外地货车司机反映,货运
到禁行路口,只能找本地牌照的小
货车一车一车分装运进去,如果

“闯”入禁行区域,就会受到扣3分、
罚款200元的处罚,“一进一出”处

罚翻倍。
督查组认为,修水县的禁行规

定与公安部相关规定要求不符。有
禁行标识的地方没有办理“货车通
行证”的相关指引,官方网站对此也
没有公告公示,给群众造成麻烦。

根据督查组要求,修水县公安
局交通管理大队当晚就拿出了整改
方案:划定区域划定时段禁行货车、
货车通行证即时办结、明确禁行区
域、在禁行标识处标明绕行路线等,
并将整改报告提交督查组。

一些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相
关地方部门已经在督查组的督促下
立行立改。

因ETC计费按“元”取整数收
费,江西ETC用户10元通行费打完
九五折后又被“四舍五入”成10元。
江西省交通运输厅关于ETC用户
优惠政策落实不力的问题,受到第
七督查组的关注。江西省交通运输
厅表示,将立即与有关部门会商,明
年元旦前将ETC计费单位由整元
变为分,让广大群众真正享受到国
家政策带来的实惠。

因部门推诿扯皮,云南镇雄县
群众11年办不了林权证。第十四
督查组向镇雄县政府反馈问题后,
当地全盘接受,表示立即整改,切实
解决问题,并启动责任倒查机制对
相关责任人进行追责。 （新华）

国务院第六次大督查这么查

不打招呼不看“盆景”,一插到底奔基层
国际原子能机构9日发表声明说，伊朗已安

装新的离心机，进一步突破伊核协议的限制。
声明说，伊朗在纳坦兹安装了新的离心机，

可用于更快、更有效的铀浓缩活动。国际原子能
机构发言人达尔表示，到上周末为止，这些新离
心机尚未投入运行。

伊朗7日宣布，作为第三阶段中止履行伊核
协议的措施，伊朗已启动了“先进离心机”，以增
加浓缩铀储量。此前，伊朗已先后分两个阶段突
破了伊核协议的限制，涉及伊朗浓缩铀和重水储
量限制，以及铀浓缩活动的丰度限制。

2015年 7月，伊朗与伊核问题六国（美国、
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达成伊核协
议。根据协议，伊朗承诺限制其核计划，国际社
会将解除对伊制裁。2018年 5月，美国宣布退
出伊核协议，随后逐步恢复因协议而中止的对
伊制裁。今年5月，伊朗宣布中止履行伊核协
议部分条款。 （新华）

国际原子能机构确认
伊朗已安装新离心机

共建森林城市 共享生态文明

一、建设项目名称及概要
建设单位：江苏沼禾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项目名称：盐城市大丰区畜禽粪污
集中处理资源化利用项目；项目性质：新
建；项目地点：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白驹
镇唐西村；投资总额：8190万元。

项目内容：本项目拟将大丰区养殖
业产生的猪粪、鸡粪等有机废弃物集中收
集处理，产出沼气，分离粪渣及沼渣进行
异位高温有氧槽式发酵生产成高端有机
肥，沼液通过膜浓缩分离高效营养液，剩
余沼液作为有机肥施用于农田。项目拟
处理畜禽粪污30万吨/年，产沼气300万
方/年，发电300万千瓦时/年，年产固体
有机肥3万吨/年、液态有机肥1万吨/年。

二、建设项目的建设单位名称和联
系方式

建设单位：江苏沼禾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 联 系 人 ：施 兵 电 话 ：
15895167230 地址：江苏省盐城市大
丰 区 白 驹 镇 唐 西 村 E- mail:
44185154@qq.com

三、承担环评工作的环境影响评价
机构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环评单位名称：中冶华天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 联系人：钱工 电话：025-
86991470 Email：526929018@qq.
com

四、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程序和主
要工作内容

本次评价工作重点为工程分析和污
染防治措施分析。

五、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
与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

有关的建议和意见（注：根据《环境影响
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规定，涉及征地拆
迁、财产、就业等与项目环评无关的意见
或者诉求不属于项目环评公参内容）。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
在本次信息公示后，公众可通过向

指定地址发送电子邮件、电话、传真、信
函或者面谈等方式发表关于该项目建设
及环评工作的意见看法。

本次为建设项目的第一次公示。在
报告表编制完成、报送评审前，建设单位
还将进行第二次公示，进一步征求公众意
见。在此期间公众仍可以通过向指定地
址发送电子邮件、电话、传真、写信或者面
谈等方式发表自己的意见。

江苏沼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9月9日

盐城市大丰区畜禽粪污集中处理资源化利用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
为高效服务实体经济，促进银

行业金融机构“转作风、正行风、提
效能”，区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会
同人行设立监督举报电话，现公告
如下：

1、举报电话：区地方金融监督
管理局：68859360；人民银行大丰

支行：83529711。
2、受理时间：工作日（周一至周五）

上午8:30-12:00，下午14:30-18:
00。

3、举报范围：以贷转存、以存
定贷、捆绑销售、违规收费、效率
低下、吃拿卡要、态度生冷粗暴等

问题。
4、保护措施：依法保密举报信

息，保护举报人个人信息安全。
特此公告。

盐城市大丰区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中国人民银行大丰支行

2019年9月2日

关于设立促进银行规范经营、提升服务效能监督举报电话的公告

江苏大丰经济开发区新城社区
负责实施的新城社区办公楼及模具
厂房屋面维修工程，工程造价约
9.15 万元，现决定对外公开招标择
优选定承包人。凡具有建设行政主
管部门核发的建筑工程总承包三级
及以上资质，并取得安全生产许可
证的独立法人企业均可参加上述项

目投标。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19

年9月18 日17：30时前派员携带授
权委托书原件、报名经办人身份证、
关于企业电子信箱的函等资料，到盐

城市同洲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常新南
路上海花园18幢104号)办理报名手
续并购买招标文件（复印件须加盖公
章）。开发区纪工委监督电话：
0515-83600609、0515-83600605。

江苏大丰经济开发区新城社区
联系人：陈先生、杨先生 联系号

码：18352040057、13962093351

招标公告

现就盐城市大丰区第一小学综合楼
汇报厅、图书阅览区、舞蹈房装修项目设
计进行公开招标，择优选定承包人。申请
人须是具有建筑装饰工程设计专项乙级
及以上资质或建筑行业（建筑工程）设计
乙级及以上资质或工程设计综合资质的

独立法人企业。请申请人于2019年9月
11日至2019年9月16日，每天上午8：30
至11：30，下午2：30至6：00到江苏建友
兴业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大丰区黄海
东路28号，恒达世纪新城18幢楼四楼）报
名，报名须携带授权委托书原件、授权委
托人身份证复印件。联系人：蒋华林；联
系电话：0515-83515689。

2019年9月11日

招标公告

现就盐城市大丰区职业技术教育中
心超市与智慧校园建设服务进行公开招
标，择优选定承包人。申请人须为国企
及超市联合体或连锁超市。请申请人于
2019年 9月 11日至 2019年 9月 16日，
每天上午8：30时至11：30时，下午2：30

时至6：00时到江苏建友兴业工程项目
管理有限公司（大丰区黄海东路28号，恒
达世纪新城18幢楼四楼）报名，报名须携
带授权委托书原件、授权委托人身份证
复印件、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单位
公章（如是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成员均需
提供），联合体协议书原件（如有）。联系
人：蒋华林；联系电话：0515-83515689。

2019年9月11日

招标公告

受委托，定于2019年9月19日上
午10时在龙腾一品佳苑1幢404会议
室依法对大丰区幸福西路南侧凰家御
庭东侧地下室3室房地产及室内部分
附属设备打包举行拍卖会，不动产证
号“（苏 2018）大丰区不动产权第
0007761号”，房屋建筑面积2056.36
㎡，使用权面积 2056.36㎡，该层中
14.2*7、27.4*18.4规划用途为泳池，性
质出让，附属设备以现场实际情况为
准，底价人民币256万元。

展示时间及地点：公告之日起至9
月18日标的所在地

竞买登记及注意事项：有意竞买
者请在2019年9月18日17时前携身
份证等有效证件（报名材料费200元，
保证金20万元，汇至盐城市天圣拍卖
有限公司账户，账号：470264238935，
开户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丰
支行营业部）至我司指定地点办理竞
买登记手续。报名地址：大丰区龙腾
一品佳苑 1 幢 401 室 报名电话：
15251084840 13914690808

盐城市天圣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9月10日

房地产拍卖公告

俄媒称，荣耀7A超越苹果和三星成为俄罗
斯2019年上半年销量最好的手机。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9月4日报道，据零售
商M.Video-Eldorado 的数据，俄罗斯2019年
上半年最受欢迎的5款手机中，3款为荣耀品牌
的手机，销售量最高的为荣耀7A，进入该排名
的还有一款三星的手机以及一款小米，分别占
据第二名和第三名。而苹果手机首次在最近5
年内没有进入该排名。

报道称，俄罗斯2019年上半年共出售1350
万部手机。

（新华）

超越苹果和三星 中国
手机成为“战斗民族”
的最爱

国家发展改革委9日称,为稳定
生猪生产保障市场供应,中央预算
内投资将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促
进生猪稳产保供工作。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
厅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做好稳
定生猪生产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工

作的通知》,在畜牧大县畜禽粪污资
源化利用整县推进基础上,2020年
以生猪规模化养殖场为重点,择优选
择100个生猪存栏量10万头以上的
非畜牧大县开展畜禽粪污资源化利
用整县推进,重点支持粪污收集、贮
存、处理、利用设施建设。对符合条

件的项目县,中央投资补助比例不超
过项目总投资的50%,最多不超过
3000万元。加大对贫困县的支持力
度,中央投资对贫困县的补助比例适
当高于非贫困县。中央投资原则上
分2年安排,第一年安排50%左右资
金。通知明确,实施生猪规模化养殖

场建设补助项目。中央预算内投资
对2020年底前新建、改扩建种猪场、
规模猪场(户),禁养区内规模养猪场
(户)异地重建等给予一次性补助,主
要支持生猪规模化养殖场和种猪场
建设动物防疫、粪污处理、养殖环境
控制、自动饲喂等基础设施建设。

各省可结合产业发展基础、建设需
求等情况,根据下达的中央预算内
投资规模,因地制宜确定建设数量,
科学设置分档补助标准。中央补助
比例原则上不超过项目总投资的
30%,最低不少于50万元,最高不
超过500万元。 （新华）

中央预算内投资加大促进生猪稳产保供

现就看守所钢围墙更新工程对外公
开招标，择优选定承包人。报名单位须携
带授权委托书原件、经办人身份证、企业
法人营业执照副本、企业资质证书（具有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建筑工程施工
总承包叁级及以上）、安全生产许可证等

复印件（复印件须装订成册并加盖单位公
章）到江苏宏建工程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丰尚国际1#楼9楼）报名并领取招标文
件及相关资料。联系电话：15295367065
报名时间：2019年 9月 11日至 9月 15
日，每天上午8：30至12：00，下午2：30至
6：00（节假日不休）。

盐城市大丰区公安局
2019年9月11日

招标公告(二次）

责编：肖 卫 侯 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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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左右，逐渐增强为 4到 5级阵风 6级，23℃—
29℃；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2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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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阔整洁的道路、清澈见底的
河流、景色宜人的庭院……秀美乡
村，生态宜居，令人向往。近年来，
我区把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作为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工程，因
地制宜，分类施策，大力实施农村环
境整治，持续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水
平，打造宜居宜业美丽村庄。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换来了乡村环境面
貌的崭新容颜，农民的幸福指数不
断提升。

生态河道美化乡村环境

西团镇六排河河道畅通、水面清
澈，两岸绿树迎风挺立，周边居民喜
欢到河边散步，享受农村新环境的舒
适与安然。

近年来，我区围绕农村人居环境
高质量发展，在农村水环境、水生态、
水安全等方面下功夫、做文章、提水
平，全面推行“河长制”，建设水美大
丰。镇、村两级河长坚持“边建边管、
建管并重”原则，开展常态化巡河，落
实河长治河管河责任，有序推进河
道“两违”“三乱”专项整治，及时处
置农村河道生态治理、长效管护过
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坚持“科学、
生态、创新”理念，加快2019年度农

村河道生态治理
项目建设，因地
制宜打造农村河
道生态治理特色
亮点，建设更多

“河畅、水清、岸
绿、景美”的“水
美乡村”。加强

河道管理，维护好农村河道生态治理
成果，促进水体循环，改善河道水质，
为改善农村环境、促进农业增产提供
基础保障。畅通监管渠道，在农村河
道醒目位置安装河长制公示牌，全方
面接受社会和群众的监督。在南阳
镇，“河长制”工作推进用上了新媒体
手段，镇上每条河道最新的管理和整
治情况，每个河长、河段长都能通过新
技术手段做到心中有数。

垃圾治理刷新“颜值”

在草堰镇，有一支志愿者队伍，他
们在集市、村头等现场普及垃圾分类
常识，进村入户宣传指导垃圾分类，动
员和带动群众参与垃圾分类。该镇
320多名党员志愿者、群众志愿者，开
展垃圾分类志愿服务活动60余次。

我区全面落实省、市《城乡生活
垃圾分类和治理专项行动实施方
案》，农村生活垃圾按照“减量优先、
鼓励分类、城乡统筹、综合治理”的原
则，全面建立“户投放、组保洁、村收
集、镇转运、区处理”机制，推动农村生
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鼓励各地
积极探索农村有机垃圾就地生态处
理。开展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排查整
治，严格控制城市固体废弃物向农村

非法转移、倾倒、填埋，防止城市散、
乱、污企业向农村转移。各镇均成立
环卫所，配备固定的保洁队伍，现有保
洁员2200余人。同时，农村垃圾分类
试点逐步启动，万盈镇率先试点全域
性垃圾分类，已建成3座有机易腐垃
圾处理设施，三龙、小海、西团、南阳、
草庙等镇及经济开发区均建成一座
有机易腐垃圾处理设施。

农房改善提升“幸福指数”

大中街道新团村康居点内，整齐
划一新式楼房，白墙黛瓦、错落有
致。门前是宽阔的水泥路，河道两岸
绿树成行，环境变美了、生活富裕了，
入住的居民纷纷竖起大拇指。

我区坚持高标准、高起点规划，
突出规划引领，全面调查摸底，顺应
农民群众实际需求，调整优化镇村布
局、土地利用与综合整治等规划，着力
改善农民住房条件。按照城乡融合
发展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标准化
要求，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健全
公共服务设施长效管护机制，落实管
护主体、人员和经费，不断提高管护
水平和标准，确保长效运行。在集中
居住点配建便民超市、文化中心、卫
生室、电商中心等，有力提升社区的
品质，真正打造配套齐全、功能完善、
环境优美、富有乡土文化气息的新型
农村社区。连日来，全区积极开展进
村入户大走访，宣传农房改善等国家
政策规定，进一步了解农民群众的需
求，真正把改善农民群众住房条件工
作这项民生工程办实办好，全力提升
农民“幸福指数”。

秀美乡村入画来
——我区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本报记者 朱洋

编者按：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
年，为反映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
开放40年来，我区在政治、经济、文化、
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取得的辉
煌成就和巨大变化，本报即日起推出

《70年·难忘时刻》栏目，敬请关注。
金秋，对于麋鹿保护区里的麋鹿

们来说是一个平静而又不平凡的季
节。蔚蓝色的天空飘着几朵云彩，白
鹭时而在麋鹿背部和腹部啄食吸血
昆虫、时而跟着麋鹿散步、时而飞向
天际……八九月份，麋鹿换去红棕色
的夏毛，长出浓密的灰褐色的冬毛。
刚过发情期的雄鹿不断取食，逐步恢
复体力，为度过寒冷的冬天储备能
量。雌鹿饱食终日，养精蓄锐，体内
储存着大量的脂肪，做好了越冬御寒
的准备。仔鹿早已退掉了身上的梅
花斑点，它们将度过自己生命中的第
一个寒冬。1986年，也是这样的秋
天，在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中国林
业部及地方政府的共同努力下，来自
英国7家动物园的39头麋鹿返回祖
国，来到大丰，至此麋鹿结束了它们
大半个世纪在海外漂泊不定、颠沛流
离的生涯，开始了回归故土、回归自
然的新生活。著名摄影家、第十一届
中国摄影金像奖获得者杨国美时任
大丰县分管农业的副县长，他说，那
一刻永生难忘。

上世纪初叶，八国联军侵入中国
并强迫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

条约》。八国
联军不仅给中
国人民带来了
深重的灾难，
也掳走了仅存
于北京南海子
的麋鹿，原产
于中国的麋鹿
从此在本土绝
迹。1985年，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
倡议恢复野生种群，让麋鹿回归故
土，野生放养，并建立自然保护区。
为什么会把大丰作为麋鹿回家的目
的地？“1980年1月，在小海镇疆界河
挖河时，在离地面4米多深的深灰色
粉沙土层中，发现了100多枚动物骨
骼和牙齿，经南京地质陈列馆古生物
脊椎动物专家鉴定，它们是古代的麋
鹿、野猪等，距今已有二万五千多
年。”杨国美说，大丰本就是麋鹿先祖
生活的地方。而大丰林场滩涂面积
宽广，气候温和湿润，林地、草地、沼
泽地齐全，陆生、水生食物丰富，人为
干扰少，环境幽静无污染。国际自然
和自然资源保护同盟、国家林业部确
认，这里是重建麋鹿野生种群的最理
想地点。于是，杨国美接到任务，筹
建大丰麋鹿自然保护区。

“当时整个保护区规划散养地面
积1.5万亩。第一期工程1850亩，于
1985年10月破土动工。不到一年，
中心区围栏、野养区环境改造、中心

区观察点都已完
工。”杨国美回忆，
为了迎接麋鹿回
家，当时的大丰县
委县政府可以说是
全力以赴。39头麋
鹿从海外归来，国

内外有关部门和专家都很重视。世
界野生动物荷兰基金会会长奈而斯·
哈帕茨玛先生和他的儿子非柯·哈帕
茨玛，随麋鹿到此录像。英国伦敦动
物园路登和克莱威博士特地护送麋鹿
来保护区。“1986年8月14日那天，四
乡八镇的群众敲锣打鼓，打着‘欢迎麋
鹿回家’的横幅，簇拥到公路边，欢迎
麋鹿回归。”杨国美说，那是值得被历
史铭记的一天。也就是在那时，他萌
生了拿起相机记录麋鹿的想法。

尽管麋鹿具有300万年的生命
历程，但长期过着遁离尘世、漂泊海
外的生活，其生存方式、生活习性国
人所知不多。为了尽快掌握麋鹿的
生活习性、行为习惯，保护区工作人
员每天都要在齐腰深的草丛中步行
数十里，隐蔽地观察、记录麋鹿的活
动。经过工作人员的艰苦努力，回归
的麋鹿顺利闯过了检疫、饲养、高温、
疾病和繁殖五大难关。1994年，大
丰重新划出2.5万亩土地，使大丰麋
鹿保护区的湿地面积达4万亩；1997
年大丰麋鹿保护区被提升为国家级
保护区；2019年，中国黄（渤）海候鸟
栖息地（第一期）申遗成功，大丰麋鹿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为重要提名
地。站在每一个为之不易的历史节
点，都会让我们想起1986年那个难
忘的夏末——那一天，麋鹿回家了。

回 家
本报记者 马苏南

本报讯 今年以
来,大中街道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坚决打好“三
大攻坚战”，重抓民生改善，人民群众
幸福感和获得感不断提升。

该街道围绕“两不愁三保障”，抓
实抓细产业扶贫、就业扶贫、政策兜底
等措施，全力推进精准扶贫。深入推
进“三治三化”专项行动，棚户区改造、
老旧小区整治全面推进，完成高铁站
前广场、高铁站城大道、荣海市场等地
块拆迁约370户。新建和提档升级农
路13公里，新建生命防护工程32公
里，新建农桥5座。建成盐城市首家乡

镇人力资源市场，全力服务企业用工，
新增就业794人，转移农村劳动力461
人。加快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利民、新
团集中居住点加快建设，红花集中居
住点规划方案不断优化提升。公共服
务持续优化，村、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
心实现全覆盖，康平、沿河等社区办公
服务用房投入使用。扎实开展污染防
治，生态底色更加靓丽。切实抓好中
央环保督察“回头看”反馈问题整改，
统筹推进河湖“两违”整治和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关闭规模
养殖户61家，新建生
态河道5条，疏浚整
治农村河道15条、村

庄河塘46条、黑臭河道3条、黑臭沟塘
69条。扎实推进“一片林”工程，新增
成片造林1500亩，新建和完善农田林
网5000亩。着力抓好风险防范，全力
防范化解经济领域风险。创新网格化
社会治理，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震慑效应不断显现。强化安全生
产责任落实，重拳整治各类隐患，安全
生产形势稳定向好，为经济社会发展
迈上新台阶打下坚实基础。

(陈正坤)

大中街道重抓民生改善群众福祉

9月10日，在区老年活动中心广场前，不少市民在选购“大丰大米”。当天，区稻米业协会、区名特优农产品中心组
织全区20多家稻米加工企业和家庭农场，带着南粳5055、南粳2728、沪软1212等50多个品种的大米“亮相”市区，让更
多市民了解“大丰大米”。据悉，“大丰大米”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畅销沪、浙、粤等10多个省市。 邱鹏 摄

本报讯 9月10日，省慈善总会荣
誉会长翟韶均来丰，调研耐盐水稻项
目。区委副书记陈湘珍陪同。

近年来，为探索生态环境修复的
有效途径，我区在珍禽保护区实验区
四卯酉闸以南、海堤公路以东，占地
3200亩的区域开展探索性试验，改良

盐碱地种植水稻。通过改良，亩产能
够提高到350-400公斤左右，最高可
达450-500公斤每亩。

翟韶均一行先后来到荷兰花海、
耐盐水稻项目现场，听取了稻田工作
人员关于耐盐水稻项目的情况汇报。
翟韶均边听工作人员介绍，边交流盐

碱地治理经验，对我区开展的耐盐优
质稻、缓控释肥、优化施肥、秸秆还田、
湿地修复等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对
下一步耐盐水稻产业发展和盐碱地开
发利用提出了指导意见。

区领导韦国参加活动。
（杨晨）

省慈善总会荣誉会长翟韶均来丰调研耐盐水稻项目

本报讯 9月10日，深圳海盈控股
4GWH锂电池项目正式落户大丰经济开
发区。区委书记薛盛堂、区长宋勇、深圳海
盈控股集团董事长曾坚义出席签约仪式。

深圳海盈控股集团作为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专业从事锂电池技术研发、
生产和经营，是中国铁塔、大疆创新等
大企业大集团的工业储能电池、工业
无人机电池的核心供应商和战略合作
伙伴。该集团主要涉及新能源产业、
高端芯片代理、综合产品供应链金融
三大板块，2018 年销售突破 300 亿
元。落户于经济开发区的4GWH锂
电池项目总投资40亿元，规划总占地
面积300亩和现有已建成厂房改造，
按照“先期总体规划，分二期实施”的

原则进行开发建设，一期投资10亿
元、二期投资15亿元、三期投资15亿
元。全部建成投产后，预计可实现年
销售40亿元，利润达4亿元。

薛盛堂代表区委、区政府对项目
的签约表示祝贺。他指出，新能源产
业是盐城市委、市政府着力培育的战
略性新兴产业之一，我区按照市委、市
政府部署要求，坚持把新能源及装备
制造作为主攻“3+3+3”特色产业之
首，立足全产业链布局，大力招引旗舰
型、基地型、引领型项目，推动项目集
聚、企业集中、产业集群，汉能汉瓦、丰
盈锂电池等一批重大产业项目签约落
户，今年以来新能源及装备制造产业开
票销售突破百亿元。该项目的成功落

户，是全区“3+3+3”特色产业体系取得
突破的又一重大项目，必将进一步加快
我区打造新能源及装备制造地方标志
性支柱产业步伐，为我区未来新一代电
子信息及智能终端产业等全产业链实
现5G突破带来重大利好，是大丰进入
5G时代的标志性、支柱性、带动性项
目。他要求，大丰经济开发区及相关部
门要大力发扬“店小二”精神，主动对接
项目需求，提供贴身服务、全程服务、精
准服务，力促项目早日开工、早出形象、
早见成效。同时希望海盈控股集团以
此次签约为新起点，与大丰在更宽领
域、更高层次深化交流合作，实现全方
位多层次的互利共赢。

区领导郭超、钱江参加。 （徐雪）

投资40亿元锂电池项目成功落户
薛盛堂宋勇出席签约仪式

本报讯 9月 10日下午，区委书
记薛盛堂会见悦达集团党委书记、董
事局主席王连春一行，双方就推进项
目建设、深化合作事宜进行了会谈。

在丰期间，王连春一行先后实地考
察职教中心西侧地块、中汽中心盐城汽
车试验场西侧地块，深入调研悦达康养
小镇、中汽试验场等有关项目推进情况。

会谈中，悦达集团、中汽中心汽车
试验场、大丰港经济开发区分别介绍
合作情况。我区正全力推进大丰汽车
产业集聚区建设，以中汽试验场为龙
头，积极打造中国（东部）汽车研发测
试集聚区，在大丰港建设具有盐城特
色的国际化综合性汽车城。中汽中心
已正式启动中汽试验场改制上市项
目，在未来业务规划中，中汽试验场将
以盐城为基地，全力打造中国（东部）
汽车研发测试集聚区。悦达集团计划
投资60亿元，在港区打造占地1000亩

的康养小镇项目，目前已与绿城管理
集团签订开发合作协议。项目的实施
将加快推动盐丰一体化建设、促进科
技住宅品质提升、集聚大丰港人气。

在听取了相关合作推进情况汇报
后，薛盛堂对双方下一步合作发展前景
看好。薛盛堂表示，汽车产业是盐城的
支柱产业，大丰正策应盐城战略发展要
求，依托良好的区位、港口、土地优势和
汽车零配件产业基础，全力打造盐城汽
车产业“大丰板块”。大丰将全力支持中
汽试验场项目建设，提供优质服务和一
流环境，期待企业进一步做大做强，加快
上市步伐，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磁吸效
应”，促进大丰汽车零部件产业集聚，以
及汽车文化、汽车赛事等“汽车后市场”
新业态、新模式、新领域崛起。大丰将继
续深化与悦达集团的合作，支持悦达康
养小镇等项目建设，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及时协调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遇到的问

题，全力促成项目早日启动建设。同时
希望悦达集团发挥资源优势，帮助大丰
在产业项目方面取得新突破，推动双方
在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实现双赢。

王连春对大丰区委、区政府长期支
持悦达集团发展表示感谢，对大丰的投
资环境、服务意识给予高度评价。他希
望，大丰一如既往地支持中汽试验场项
目建设，共同打造全亚洲乃至全世界最
高水准的汽车研发测试集聚区。充分
发挥大丰港区位优势，不断优化汽车产
业布局，加快大丰汽车产业集聚区建
设，助力盐城汽车工业做大做强。悦达
集团将进一步放大企业发展优势，加大
投入、集聚资源，全力推进康养小镇等
项目建设。希望企地双方进一步加强
沟通交流，围绕企业自身优势和大丰产
业发展需求，持续深化拓展合作领域，
实现企地互惠共赢发展。

区领导郭超、罗强参加。（杨燕）

推进项目建设 深化合作事宜

薛盛堂会见悦达集团董事局主席王连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