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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金莉莉）“感谢你们为我们的梦想
铺路，感谢你们让我们圆了大学梦。”8月 24 日下
午，全市圆梦助学工作会议召开，一百多名家境困
难的大学新生接受资助。市领导赵良钢、汤冬青、
焦小平出席会议。

资助困难大学生活动在我市开展已经16个年
头。近年来，我市把爱心助学列入为民办实事项
目，组织全社会捐资助学、奉献爱心，先后资助近
2000名寒门学子顺利走进大学校门。今年，市妇联
牵头深入摸排调查各镇区上报的特殊困难大学新生

基本情况，逐户登门走访，在此基础上对全市147名
家境困难的大学新生进行资助。

会议要求，全市上下要切实把圆梦助学工作摆上
重要位置，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原则，动员各界人
士广泛开展捐资助学活动。要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
丰富助学形式、拓宽筹资渠道。各镇区、各部门要相互
协作、密切配合，加快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爱心助学的
良好格局。同时，希望受助学子常存进取之志，常怀感
恩之心，常葆勤学之风，在学习中增长才干，在实践中
提高本领，把爱心传递下去，回报社会，回报家乡。

全市圆梦助学工作会议召开

百名大学新生获圆梦助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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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河道保洁，台城岸绿水清。
记者 徐越峰 摄

本报讯（记者 周洪悦 通讯员 王宏琴）近日，省
畜牧总站专家组来我市，与我市联合举办2016年挂
县强农富民工程现场观摩培训活动。

此次活动组织近百户生猪养殖科技示范户，采
取观摩加现场讲解的培训模式，参观了生猪养殖粪
污异位发酵床集中处理技术较为成熟的养殖示范
基地，结合实际进行现场培训。

专家组着力推广粪污异位发酵床集中处理技
术。该项技术的应用可以进一步推动我市养殖业
实现粪污减量化排放、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利用、生
态化发展。观摩培训结束后，专家组深入到富安、
安丰、五烈、唐洋等养殖大镇走村入户，结合养殖户
生产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现场讲解指导。

近年来，我市全面实施畜牧业科技入户示范工
程和挂县强农富民工程，通过示范带动、科技支撑，
有效促进了畜牧业转型升级。据统计，全市目前共
有畜牧科技示范户2000多户。

省畜牧专家来我市
开展技术培训

世界最富裕国家名单出炉：

美国第一 中国第二

东泰恒电工机械有限公司主要生产高铁配件，企业
抢抓高铁发展机遇，新引进一批 CNC 加工中心，可满足
各类复杂工件加工要求，年产高铁综合接地装置 10 万
套。记者 夏静华 顾亚娟 摄

贯彻落实市党代会精神访谈

记者 王冠 通讯员 朱晓燕

时堰镇将以市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为指引，围
绕现有产业转型升级和产业链的前延后伸，坚持在
培育新动能上创新突破，坚持在服务企业转型上全
力以赴，补足基础设施短板，不断出新水韵时堰崭
新面貌，着力打造区域有影响的合金新材料小镇，
辐射带动周边的现代化小城镇。

重抓新兴产业培植，围绕“3+2+1”产业以及现
有产业前延后伸、聚焦上海、长三角等区域驻点招
商，争取在手洽谈的意向项目早签约、早突破。积
极优化创新土壤，以思想的解放、观念的更新推进
新一轮发展，争取年内在“一镇一园一特”工作上有
更大的突破。抢抓“融入长三角”战略机遇，引导产
业产品提档升级、转型发展，一手抓优势的发挥和
壮大，一手抓短板的拉长和补齐。

迅速完善基础配套。加快省道352泰东港区接
线段工程推进，提档升级泰东工业园区道路、水电、
绿化，进一步放大新材料产业园与戴南张郭不锈钢
产业集群的互动效应。全面启动建设金属材料产
业园1.8万平方米标准厂房项目，重点发展临港“物
流+生产”产业。尽快规划实施后港省道610接线
段，围绕新镇区和新园区建设，打造产城互动、区域
互补的新时堰。

重抓新兴产业
做好融入文章

——访时堰镇党委书记周爱民

本报讯(记者 周洪悦 通讯员 吴剑铭) 8月 23日，我
市举办油菜生产全程机械化专家咨询会。南京农业机
械化研究所、华中农业大学相关专家教授到会指导。

专家们听取了我市油菜生产全程机械化工作情况
汇报，对我市取得的工作成效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我市
油菜生产全程机械化工作组织有序，落实规范。专家同
时对今后的工作提出了建议。

今年以来，我市组织实施了油菜生产全程机械化技
术示范项目，在弶港等示范区挂牌，通过开展技术培训，
举办现场会议，进行专题辅导，落实相关机具购置补贴
政策。今年全市示范面积达1万亩，累计培训640人，新
增收割机56台，机收面积6.5万亩，示范带动效应显著。

油菜生产全程机械化
专家咨询会举行

本报讯（记者 戴海波 叶东升）近日，记者在富安
镇梁一村富九线施工现场看到，一台工程机械正紧张
作业，10多名工人忙着对现有道路进行拓宽改造。“这
条路是今年农村公路提档升级工程之一，将由以前的
3.5米拓宽至5.5米，拓宽后将开通镇村公交线路，村
民们在家门口就可以乘坐公交车去邻村或者集镇，生
产生活非常方便。”梁一村党总支书记陆玉峰说。

农村公路虽是“小工程”，却体现“大民生”。富安
镇农路办负责人陈善元介绍，从今年起，该镇深入推
进农村公路提档升级工程，三年计划改造提升70公
里，进一步完善城乡道路网络，打通村民出行“最后一
公里”。与此同时，该镇投入50万元实施安全生命防
护工程，在临河、驳岸等处安装警示牌、警示桩、减速
带、防护柱等设施，为农村公路提档升级进行配套。
目前，富唐路改造正在实施，桥梁已完成招投标。

近年来，我市围绕构建大交通的目标，扎实推进
公路路网建设，共建成公路总里程4168公里，其中四

级公路近3080公里，“三横三纵”公路框架初步形成，
通村四级公路实现全覆盖。今年是我市“公共服务提
升年”，交通是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最为重
要的公共服务设施。从今年起，我市启动实施公路路
网建设提升“三年行动计划”，着力构建内畅外联、结
构合理、衔接顺畅、循环通达的道路交通综合体系，其
中农村公路提档升级 523 公里，新建改建桥梁 188
座。农村公路提档升级计划安排171公里，新建农村
四级公路400公里，目前已分别完成36公里、198公
里。

为保障“三年行动计划”顺利实施，我市成立了全
市公路路网建设提升工作指挥部。市交通运输局统
筹推进项目前期工作，对口跟踪上级交通主管部门，
落实项目报批及项目的组织、实施和管理，积极向上
争取补助资金。各镇区积极开展本辖区房屋征收工
作和辖区内项目建设中的矛盾协调。市供电、广电、
电信、移动、联通、自来水等管线部门和单位配合实施
各自管线搬迁工作。与此同时，指挥部强化督查推
进，实行周统计、旬通报、月点评的工作制度，及时发
现收集问题，会办落实解决。

8 月 20 日，在梁垛镇如意村如二中心桥施工现

场，大型挖机进场作业，快速清理河道障碍物，为桥梁
架设做好准备。在殷樊线农村公路提档升级现场，一
台挖机正在进行土方拓宽工程施工。看到道路正在
拓宽改造，村民陈前芳说：“以前路太窄，小汽车都无
法会车，现在路拓宽后，小汽车通行方便了。”今年以
来，梁垛镇紧扣农村公路提档升级工程建设目标，统
筹实施，加快推进。镇水务、农电等相关部门通力协
作，在强化招投标、工程定址、工程质量管理、工序验
收等关键环节上抓落实促推进。到目前，各项工程项
目已达到或超过序时进度。副镇长刘义岗表示，下一
步将挂图作战，倒逼工期，确保年内完成农村公路提
档升级20.7公里。

连日来，在新街镇新洋路建设现场，施工人员战
高温、抢时间，出动机械、组织人力对道路进行拓宽浇
筑。今年以来，新街镇扎实推进农村道路提档升级，
截至7月底已完成新海路、新洋路“两纵”干道提档升
级20公里，已开工建设五星河北浅西桥、方塘河北浅
北桥等5座公益性桥梁。在新建浇筑路道桥梁的同
时，新街镇注重抓好路道沿线环境整治工作，同期浇
筑公交停靠点，为开通公交线路做好准备。

农村公路提档升级惠民生

本报讯（记者 张一峰 通讯员 邹鹏安 严从寅）5
月初入场施工，8月初投入试生产。8月23日，记者
走进落户东台镇电子产业园的冠原峰电子科技公司
宽敞的大厂房，但见一台台崭新的CNC前，新培训上
岗的员工们正有条不紊娴熟操作。苏州客商、公司
总经理朱峰兴奋地说：“东台镇帮我们办好了一切前
期手续，解了招工难题，我们唯有以快建设、快投产
回报！”

冠原峰科技由苏州客商投资兴建，企业在现有配
套比亚迪、乐视、OPPO等通讯企业的基础上，正向新
能源汽车配件领域拓展。东台镇服务的同志协调租
用中小企业园闲置厂房，以缓解企业组织生产的燃
眉之急。从基础设施改造、电力设计安装，到201台
CNC安装调试就位，一切进展很快。投产在即，企业
老总向园区服务的同志反映：招工成了最大的难
题。东台镇随即将此事列入议事日程，镇主要领导
介入落实具体事宜，人社部门牵头组织实施。首先
面向村居、社区自身挖潜，通过协商的办法，很快就

招来了20多名新人。同时，该镇还通过报纸、电视等
媒体发布招工信息，借力东台市周五人才集市和利
用市招聘洽谈会以及与友邻乡镇协作关系等途径，
成功招引了近百名职工，初步解决了公司用工难题。

镇人社部门紧接着又把新工培训抓在手上，并突
出专业技能、安全素养、职业道德、遵章守纪等诸多
内容。镇人社中心主任陆永华说：“单纯招工也许能
救一时之急，但让工人能上岗、能安心在岗才是根
本”。

据了解，近段时间，东台镇还为先期竣工的祥化
科技仪表、艾可森钢绳等企业开展用工服务，逐企逐
人敲定在岗工资、劳保、生活待遇等相关事宜，以薪
酬、环境、文化等诸多优越条件留人，满足了企业生
产需求。

东台镇用工服务到位

冠原峰科技从建设到投产只用三个月

本报讯（记者 叶东
升）8月25日上午，市委副
书记、代市长王旭东带领
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到市环
保局调研。他要求，坚守
生态底线，注重标本兼治，
加大投入，强化治理，以生
态建设的新成果造福于
民。

在环保局，王旭东察
看了环境监测站、环境污
染源在线监控平台和蓝天
卫士秸秆禁烧监控“千里
眼”平台，详细了解人员配
备、预警监测、覆盖范围和
应急处置等情况，要求进
一步加大环保监测能力建
设，大力推进监测信息现
代化建设，不断提升应急
监测能力和监测综合分析
水平，加强污染源监督监
测的时效性，为环境执法
提供有效的技术支撑。

随后，王旭东主持召
开座谈会听取相关工作情
况汇报，对今年以来环保
工作给予充分肯定，认为
环保局服务大局意识强、
本职工作实绩好、班子成
员作风实。他指出，绿色
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是东台发展的鲜明特征。
要牢固树立“大生态”理
念，深入实施生态文明建
设工程，持之以恒优化生
态环境，让人民群众在改
革发展中共享绿色福利。
要继续严把准入门槛，依
法依规做好重大项目审批
服务工作，为企业提供优
质高效的服务，促进经济
转型与生态保护相得益
彰。要加大堤东地区骨干水利工程建设投入，强化入海
水道的污染源排查整治，从源头上控制、防范水污染发
生，持续改善提升堤东骨干河道的水质。市环保、水务、
农业等部门要加强联动，通力协作，加大大气、土壤和水
体污染防治力度，强化环境监测预警、监管和执法，促进
全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让东台天更蓝、地更绿、水
更净、景更美。

副市长马正华参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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