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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朱友华 余卫成）连日来，弶港镇
潘堡村抢抓晴好天气，加快疏浚整治速度。
目前，64条条排沟疏浚完工，5条中浅沟全面
启动。

进入11月份以来，该村围绕打造河道疏
浚整治示范村，积极研究整治方案，落实包保
责任，在全面做好清障、矛盾协调的同时，打
足人力和机械，提高工时效率。对施工质量
实行现场跟踪督查，严格按照招投标文件进
行测量验收。

该村将在春节前完成总长近 11公里的
中沟整治任务。同时，新建农田林网500亩、
四旁植树3200亩，全面提升村庄河道环境。

潘堡村打造河道

疏浚整治示范村

本报讯（曹甫圣 缪建新）连日来，海龙河
工地人头攒动、机械轰鸣。

海龙河泰山寺社区段东起串场河、西至
董永七仙女文化园，全长1300米。近年来，
由于实施安居工程，大量建筑垃圾倾入河中，
致使河床抬高，加之居民生活废水、工厂废水
的排放，造成河水严重污染，不仅影响汛期泄
洪，而且影响景观。

为改善海龙河生态环境，西溪景区、泰山
寺社区共同投资6万元，通过招投标选定施
工单位，计划用40天时间，捞淤10000立方
米，还海龙河碧波荡漾的美景。

西溪景区整治海龙河

本报讯（记者 周洪悦 通讯员 顾礼学
王文莉）11月下旬以来，安丰镇将冬春水利
绿化任务分解到位，明确工程质量标准和时
间节点要求，在全镇迅速打响冬春水利绿化
建设硬仗。

安丰镇冬春水利工程计划共疏浚中沟级
河道16条19公里，恢复原有河道设计标准，
满足灌溉、排涝需求。重点抓好电子信息产
业园区财富大道沿线的沟河整治，美化绿化
河坡5公里。

目前，该镇正抓住晴好天气，上足机械，
快速施工，确保条排沟整治12月底竣工，加
固圩堤、中沟级河道疏浚整治工程2月底全
面竣工。

安丰镇扎实推进冬春

绿化水利建设

本报讯（记者 许翰
文 通讯员 王旸 张计
玉）近日，江苏卫视《时代
问答》栏目播出在市人民
法院录制的关于“依法治
国”专题节目，其中穿插
播出了该院先进事迹。

《时代问答》栏目系

江苏广电总台推出的一
档高端访谈栏目，定位为

“时代热点、深度解读”。
栏目根据各位专家最新
研究成果，结合实际深入
回答干部群众关心的热
点难点问题，以专家的视
角，释疑解惑，凝聚共

识。这期节目通过主持
人与嘉宾的访谈形式，以

“公正司法、司法为民”为
主线，将市法院先进事迹
作为切入点，阐述“依法
治国”的主题。

近年来，市法院各项
工作持续稳步发展，综合

实力走在全省乃至全国
基层法院前列。今年，该
院先后荣获了“全国模范
法院”“全国先进基层党
组织”两项“国字号”殊
荣，工作业绩受到了社会
各界的广泛认可。

江苏卫视《时代问答》
解读市法院新理念

本报讯（记者 王灿侠 通讯员 梅从进
沈永红）经过前阶段扎实组织推进，三仓镇完
成提名推荐市镇人大代表候选人和确定正式
代表候选人工作。

截至12月 7日，全镇8个市人大代表选
区确定的30个候选人，35个镇人大代表选区
确定的124名镇人大代表候选人情况已全部
张榜公布。下一步进入组织介绍市人大代表
候选人和投票选举阶段。

三仓镇人大换届选举
进入投票选举阶段三仓海涛纺织有限公司生产的仿麻面料等产

品在市场上十分畅销。
记者 王灿侠 通讯员 翟俊忠 沈永红 摄

地处时堰镇的江苏爱利德公司以科技研发为先导，大力开发生产市场适销对路的带锯条系列产品，使企
业步入良性发展的快车道。目前，企业正全力冲刺全年目标。 记者 徐越峰 摄

入冬以来，三仓镇菜农在大棚里种植
设施瓜菜，为来年增收而忙碌。图为仓胜
村十组村民正在系大棚围膜。

记者 王灿侠 通讯员 翟俊忠 沈永红 摄

时堰镇今年开工建设的立鸿新型金属材料产
业园由安徽客商投资，项目一期总投入 5000 万
元，占地 55 亩。预计今年年底主体工程竣工。项
目全部建成后，将打造成为合金材料、电子信息
产品的孵化器平台。记者 顾亚娟 通讯员 朱晓
燕 摄

本报讯（记者 顾
亚娟 通讯员 朱晓燕）

“天冷，喝点热水暖暖
身子。”12月 7日上午
10 时左右，家住时堰
镇新嵇安置区的陈银
宽端着刚烧好的开水
递给门外绿化工人。
陈银宽笑嘻嘻地说，家
门口不仅种植树木花
草，还要建廊架、平台
和健身设施，住在这幸
福感爆棚啊。

新嵇安置区是时
堰镇重点打造的新社
区。目前安置区一二
期已竣工，共落户村民
200多户，三期正在施
工建设，同步实施绿化
亮化，完善小区循环道
路、污水管网，配套休
闲娱乐设施。

时堰镇在发展经
济的同时，一如既往在
民生这项系统工程上
找差距、补短板、抓落
实，持续抓好基础配
套。投入近 200 万元
对部分村居自来水管
网实施改造，加快完善
农村垃圾收运体系，建
成 28 个村垃圾中转
房，在各村居民点增添
垃圾箱池等配套设施，
农村生活垃圾基本实
现 无 害 化 处 理 全 覆
盖。有序推进农村路
桥建设，完成农村公路
提档升级 14 公里，新
建 29 公里。投入 70

多万元改造完成丁谢、
红庄等5个村卫生室，
基层医疗服务水平得
到明显提升。以“村村
通”技防工程为抓手，
在各村重要点位安装
224 只治安探头。围
绕企业安全生产，开展
了标准化复审，同时对
冶金耐火行业实施专
项整治，企业本职安全
度不断提高。

大力鼓励居民创
新创业，重点扶持就业
创业 95人，其中有 52
人走上创业之路，个人
独资的达 14 家，注册
资本1700多万元。稳
步推动保险覆盖，全年
实 现 新 参 保 人 员 达
1700 多名，新参保费
达 1620 多万元，续保
人数达 9600 多名，各
项指标都突破历史。
继续加大扶贫救助，对
全镇1228户贫困对象
实行一对一帮扶，已有
四分之一人员脱离贫
困。

不断加大文化建
设，先后组织参加“乡
情”“美丽东台，民俗闹
春”等文化活动。五星
村、谭庄村成功创建成
全市首批综合文化服务
中心示范村。镇文化站
完成搬迁装修，并于10
月份正式对外开放，为
广大群众的精神文化需
求提供了新阵地。

时堰镇推进民生
工程造福百姓

（上接第一版）目前，梁
垛高效节能电机产业园
正紧锣密鼓推进东扩工
程，进一步扩大园区规
模，为中高端项目引进
落户创造条件。

从规划建设到羽翼
渐丰，短短三年，富安镇
印刷包装机械产业园迅
速扩张发展，从宏景一
家企业创新发展，到东
科、世恒、嘉杰、鸿禧等
一批企业联袂落户园
区，富安镇迅速升格为
国内最火的印刷包装机
械产业集聚地，产学研
合作模式基本构建，网
络服务平台建设如火如
荼。主要生产糊盒机、
覆膜机、模切机、高档礼
品盒机等印刷包装机械
类产品，现已成为国内
伊利、蒙牛等知名公司
包装机械供应商，并远
销德国、欧美、东南亚等
国家和地区。

新街镇海洋工程特
种装备产业起步于上世
纪七十年代。近年来，该
镇以产业园区为核心，借
力“互联网+”快车，一批
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
产品称雄市场，销售网络
遍布全球，逐步呈现出生
产要素加速集聚、配套服
务日益完善、产业链条不
断延伸的裂变发展态势，
成为崭露头角的蓝色经
济高地，成为国内三大海
洋工程特种装备产业高
度集聚区之一。

唐洋镇联动推进新
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建
设，新型功能性家纺面
料产业和数控机械装备
制造产业异军突起。以

明源纺织等为主体的一
批企业坚持走科技创新
之路，应用行业领先设
备，不断推进技术创新，
产品创新，推进新型功
能性家纺布料产业跻身
全国三甲。以新凯晟科
技、耀强机械、贝斯特数
控、金錩盛机床、帕尼尔
等为代表的一批企业各
具特色，竞相发展，迅速
集聚起数控机械装备产
业区域优势。

作为里下河地区三
市七镇千亿元级不锈钢
产业集群重要成员，时
堰镇向来以特钢生产见
长。今年，该镇以“一镇
一园一特”建设为抓手，
立足时堰的产业定位和
特点，引导传统不锈钢、
特钢产业向新型合金材
料产业转型发展。一方
面做优载体平台，做美
园区形象，完善配套功
能，提升服务能力和项
目承载力，有的放矢引
进新产业项目；另一方
面紧扣市场导向、产业
发展方向，因企制宜、分
类推进，引导企业加强
自主研发，丰富产品类
型，提升管理水平，增强
核心竞争力。

因地制宜创新业

“宜工则工，宜农则
农，宜商则商，宜游则
游”，我市按照工业、农
业、商贸、旅游特色，确
定新的目标体系，引导
各镇围绕产业定位，放
大区域优势，发展特色
经济。创成一批有形
象、有品位、有亮点的特

色经济镇，区域经济整
体实力、配套能力、对外
影响力不断提升。

特色商贸镇商贸经
营收入增幅加快，电子
商务迅猛发展，区域性
专业市场、现代物流中
心雏形渐显。省农村电
子商务示范镇新街镇紧
紧围绕海工装备和苗木
两大特色产业，精心打
造集产品展示、农民培
训、电商交流、业务洽谈
和网络营销于一体的电
子商务服务平台。去年
该镇海洋工程特种装备
和苗木两大产业电子商
务交易额达3.6亿元。

安丰镇放大交通发
达、商贸繁荣的优势，加
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新
镇区商业综合体，餐饮、
宾馆、商贸商务综合服
务业档次不断提升。

特色旅游镇旅游接
待人数及收入年年递
增 ，品 牌 效 应 不 断 彰
显。历史文化名镇安丰
镇启动实施文化古街区
修缮保护工程以来，不
断挖掘古镇文化特质，
让盐文化得到充分的传
承和弘扬。今年年初，
安丰被评为全国美丽宜
居小镇。

五烈镇深入挖掘本
地自然生态资源和民俗
文化资源，乡村旅游业
方兴未艾，甘港景区创
成国家3A级景区，先后
被命名为江苏省最美乡
村、中国乡村旅游模范
村、江苏省农家乐集聚
示范村。“一馆三园”各
具特色，具有里下河风
味的旅游休闲产品受到

八方宾朋青睐。
弶港镇突出海的主

题、做足水的文章、叫响
绿的品牌，重点发展生
态湿地旅游、红色文化
旅游、佛教文化旅游、休
闲农业旅游等。黄海森
林公园围绕打造东部沿
海面积最大、品质最优
的休闲养生度假景区目
标，去年成功创成平原
地区首个国家级森林公
园。年内将建成省级旅
游度假区、国家4A级旅
游景区。龙王古寺文化
园放大亚洲第一大木雕
卧佛文化优势，邀请专
业团队规划设计，致力
打造 3A 级景区。永丰
林生态园、风光渔互补
观光区、条子泥观潮区、
沿海创客街、通海湖公
园等沿海旅游景点相继
建成，并切实提高配套
水平，着力打造江苏沿
海生态旅游目的地。

三仓镇规模设施农
业发展效应显现，现代
农业产业园示范带动作
用增强，农业质量效益
和竞争力大幅提升，现
代农业建设迈上新台
阶。全镇瓜果蔬菜面积
常年保持在23万亩次，
设施面积占总耕地的
75%以上，瓜菜亩平收
入6000元以上。

禽业大镇许河围绕
“特色、高效、生态、品
牌”要求，提高家禽标准
化生产水平，培大育强
全镇养禽产业链，走出
了一条禽业规模化、标
准化、规范化养殖加工
的科学发展之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