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弶港镇天赋农场成片造林位于 228 国道东侧、海
堤河西侧，占地面积 520 亩。农场正积极栽植落羽杉、
水杉等苗木。 张佳 摄

本报讯（唐雅）作为
建筑工地文明施工的主
抓单位，市建筑工程管理
处迅速投身全市城市环
境秩序综合整治“百日行
动”，以求更加有效提升
建筑工地环境水准，增强
企业的环境责任意识。

在“百日行动”中，市

建管处将深入开展工地
环境整治专项突击检查
行动，重点严查围挡高度
不达标、施工场所主要
道路不硬质化、运土车
辆出场不按规定冲洗、
渣土施工物料覆盖扬尘
控制不到位、施工噪音
超标不采取降噪措施等

行为。
目前，市建管处已经

通过检查对未达到整治
标准的工地下发整改通
知书 13 份,对工地环境
治理较差的 2 个项目下
发停工整改通知书，对问
题较多的一家企业负责
人进行约谈。

市建管处将进一步
加大管理力度,督促尚未
整改到位的工地落实整
改责任,扭转企业工地
环境整治工作管理松懈
的局面，通过扎实深入
实施蓝天碧水工程，促
进长效管理各项举措落
到实处。

市建管处全力推进工地环境整治

本报讯(记者顾敏)
连日来，作为城管系统整
治工作的主力军，路灯管
理所在城市环境秩序综
合整治“百日行动”中，
开展劳动竞赛，为城市增
光彩。

千方百计加大推进
力度，确保“百日整治”
期间完成市区30条背街

后巷路灯安装，逐步解
决背街后巷“无灯区”问
题，提升城市亮化覆盖
率。同时，重抓路灯设
施维修养护的及时率，
做到第一时间发现，第
一时间处置，并向社会
承诺小修不超过 24 小
时 、大 修 不 超 过 48 小
时。运用路灯管理智能

化系统，及时调整市区
亮化和路灯的开启关闭
时间，进一步改善市民
出行条件。

与市区道路施工同
步推进，套搭进行，提档
加速，做到路通灯亮。重
点抓好振兴路东延、海陵
南路南延等重点工程的
路灯配套建设，突出提升

路灯工程建设品位，致力
打造一批优质工程、精品
工程，进一步美化城市形
象。在推进工程建设的
同时，树立大局意识，为
百日会战活动中各部门、
各单位拆违及广告牌拆
除提供车辆、设备等应急
保障。

路灯所开展劳动竞赛为城市增光彩

（上接第一版）力度之
大、措施之实、速度之
快、督查之严都为近年来
之最。

“元九村已完成绿化
投资210万元。”富安镇农
技中心副主任张辉告诉记
者，今年以来，指导元九村
流转土地240亩，成片造
林已基本建成，小游园建
设进入扫尾，路网绿化及
河道网格绿化正在抓紧推
进中。为保证栽植质量，
镇里从沿海林场聘用近百
人的绿化队伍。

在元九村村部旁，近
8 亩的小游园正在进行
游步道施工。游园里，既
有樱花、木槿、海棠、香
樟等高大乔木，也有红叶
石楠、紫荆等灌木，形成
了四季常绿、一步一景的
立体化、多层次景观效
果。“这里原来是一个废
沟塘，现在变得这么漂
亮，以后村民在家门口就
能逛公园了。”张辉说。

森林村庄建设中，各
镇村积极挖掘市场资源，
造浓全民植绿氛围。五
烈惜禾梨园、唐洋铭儒家
庭农场、通源种苗场等大
批市场主体加入生态建
设，为全市增绿添彩贡献
力量，也进一步提高了绿
色效益。

粗壮的树干，整齐的
林相，在唐洋镇联灶村
600亩成片造林现场，投
资人唐洋铭儒家庭农场
王峻峰指着手机上的效
果图告诉记者，这里都是
优质乡土树种和彩叶树
种，有榉树、榔榆、北美
枫香、娜塔栎等十多种，

不少都是进口珍贵树种，
通过几年生长会形成一
个个色彩多样的生态矩
阵。此外，树苗规格大，
大部分都在 15 公分以
上。“我还将开展林下套
种，并围绕生态养殖、休
闲观光打造一些节点工
程，争取亩平效益达到
3000元以上。”王峻峰认
为，植树造林不仅带来生
态效益，也能形成更多经
济效益。

在督查过程中，何小
洋告诉记者，在成片造
林、小游园等建设工作
中，不少村庄都能完成
甚至超额完成建设任
务，但在四旁植树、农田
林网上还存在短板。“这
项工作不仅要资金投入，
更要居民群众的理解和
支持。”

梁垛镇殷乐村在短
时间内就完成了四旁植
树任务，村党总支书记季
永彬带记者来到小游园，
指着游园一侧告诉记者，
这里原来是村民的杂物
房和废弃的猪舍，环境脏
乱差。在村干部做工作
后，村里帮他们拆除了，
并打造成游园，家前屋后
环境宜人，他们自己看着
也觉得舒心。

“我们帮助村民在住
宅四周种上各种果树，有
梨树、桃树、香橼、李树，
不仅有景观，更能在收获
季给村民带来更多的收
益。”梁垛镇农业中心党
支部书记苏阿珍说，既有
风景、更有“钱”景，哪个
村民会不支持呢！

本报讯（顾晓进）五
烈镇按照“村不漏户、户
不漏人”的要求，迅速组
织全镇党员干部进村入
户，开展“访民情、促和
谐”大走访活动。

该镇结合实际制订
大走访活动方案，镇村干
部人手一本“大走访”活
动工作日记，进村入户与
群众零距离接触、面对面
交流，了解群众所思、所
想、所盼、所难，对排查
出来的矛盾纠纷和群众

所反映的意见、建议，统
一进行汇总梳理，分类建
立台账，明确化解措施、
完成时限和责任人。

镇分工干部每周五
书面报送本周大走访活
动进展情况，镇主要领导
定期听取大走访情况汇
报，会办解决矛盾问题。
为保证大走访活动实效，
镇纪委专门成立督查组，
对大走访活动开展情况
进行专项督查、明察暗
访。

五烈镇严格
督查“大走访”

近日，市星美装饰、明盛置业公司、市摄影
家协会联袂发起爱心助学、情系弶港镇小学贫
困生活动，他们购置了书包、台灯、文具盒等学
习用品以及食品送到孩子们的手中。

记者 徐越峰 摄

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微团课在市一中开
讲。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把网络消费维权知识带
进校园，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贴近生活的案例，深
入浅出地介绍网络消费维权基本常识。

记者 张莉琳 摄

3 月份以来，南沈灶镇卫生院组织 7 个健康服务团
队走进村居，目前全镇已有 410 人与健康团队签约。
图为第 7 健康服务团队在庆丰村为群众提供健康服
务。徐良观 摄

本报讯（张晨）近
日，市一小本部附近区
域部分路段分段封闭，
进行工程改造。 这次
改造将周围区域拓展
成集散场地和非机动
车停车场。

在进入学校区域
远端的新民路、陆家滩
路等处已设置了绕道
通行通告和谨慎通过
的提醒牌。数十名工
作人员和施工挖掘机
在现场紧锣密鼓开展
地下深部的排水管道
施工。虽然给周围的
居民出行带来了不便，
但周围居民们给予了
充分理解与支持。

“师傅，前面在施
工呢，电瓶车都过不
了，麻烦您走这边拐弯
绕一绕。”在交巡警、城
管等部门加大巡查的
同时，周边居民自发组
织起来，协助指引行人
通行，为过往的车辆提
供了便利，也分担了施
工单位的压力。

由于该路段处于主
城区腹部，原有道路狭
窄，改造实施影响范围
较大。市住建局相关负
责人带领技术人员对该
区域改造进行统筹，排
水、集散场地等三类工
程套搭进行。改造完成
后，这里将完善停车和

技防等功能。
据了解，除本路段

外，住建部门还将在市

幼东校区、实验小学东
关分校区等处建设多
处集散场地。

一小本部周边实施集散场地建设

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
作条例》规定，经市委研究，拟对下列
同志予以提拔重用：

杨小锋 安丰镇党委副书记、政
府镇长

杨廉俊 新街镇党委副书记、政
府镇长

朱亮亮 东台镇党委副书记
高 伟 安丰镇政府副镇长
汪治华 市编办副主任
梅 惠 市住建局党委副书记、

市建筑工程管理处主任、党支部书记
常 亮 市委办综合一科科长
韩 波 市编办综合科科长
汤荣杰 市统计局办公室主任
夏振华 市政务服务管理办综合

科科长，挂任西溪景区招商旅游部副
主任

杨郁松 市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
理站站长、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办
主任

朱 峰 市政府教育督导室副主
任

徐义东 市科技开发中心副主任
梅崇春 市市政绿化养护所副所

长，挂任黄海森林公园景区管委会副
主任

杨昌林 市疾控中心副主任
公示时间：2017 年 3月 29日至 4

月 5日。对公示对象有何反映，请于
公示期间与市委组织部联系。

联系电话：0515-89560883；联系
地址：东台市北海中路 8号市委组织
部（邮编：224200）

中共东台市委组织部
2017年3月28日

任前公示

本报讯（记者 陈娟 通讯员 吴超
兰 徐海琴）日前，市农村土地承包经
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领导小组到溱
东镇，对13个村确权登记颁证工作进
行检查验收。

自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
颁证工作开展以来，溱东镇自加压力，
按照相关要求，切实做到工作程序一
道不少，工作标准一点不降，确实权、
颁铁证。截至目前，全镇13个村，195
个村民小组全部签订合同，农户土地
经营权证书发放到户率达98%，档案
资料全部整理完毕。

验收人员通过查看资料、到村入
户随机抽查等方式，对农户合同记载、
农户手中经营证记载、数据库、一户一
档纸质资料等情况进行核实，检查家庭
人口信息、地块数量、承包面积、实测面
积是否相符。经过检查一致同意溱东
镇13个村全部通过验收，等级为优秀。

溱东镇土地确权

登记颁证通过验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