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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新上
酵母微量元素复合制品项目，目前
已进入调试阶段，预计 5 月可投
产。 曹燕妮 徐良观 摄

本报讯（记者 许翰文 通讯
员 崔卫星）连日来，许河镇在做
好动物疫病防疫的同时，积极开
展消毒灭源工作。

该镇分工干部包干到村，各
村落实专人对全镇所有畜禽规模
养殖场、散养户养殖场地、农贸市
场等进行消毒，不留死角。目前，
全镇已出动消毒人员 120 人次，
运输车辆 229 辆，消毒规模养殖
场 782 个，散养户养殖场地 1056
个，消毒面积共计达422347平方
米。

许河镇全面开展
春季消毒灭源

眼下无藤刀豆进入成熟期。西溪植物园内，工作人员正忙着采摘，准备销往国外。 唐雅 摄

本报讯（张达梅 丁巧
梅 朱霆）4 月 25日，梁垛
镇党委举办党建工作业务
知识培训班，各基层党组
织书记、组织委员参加培
训。

今年以来，该镇党委
坚持强基固本，层层落实

党建工作责任制，细化措
施抓落实，深入开展组织
建设、队伍管理、思想教
育、作风建设、制度执行

“五从严”主题教育，进一
步加强农村基层党建工
作，切实提升基层党组织
凝聚力、战斗力，为富民

强镇、加快发展提供组织
保证。

该镇加大投入，完善
基层党建工作保障体系建
设，强化村党群服务中心
和镇便民服务平台建设。
坚持以德为先，树立“基
层长才干，一线出干部”

的用人理念，注重专项培
训与一线锤炼相结合，加
强镇村干部能力建设。推
行镇机关干部下基层、进
村入户、挂钩企业服务、
结对帮扶困难群众和村干
部为民代理服务等制度，
积极为群众排忧解难。

梁垛镇强基固本抓好基层党建

本报讯（朱友华 余卫
成）4月23日，弶港镇在全
面总结一季度工作基础上，
进一步明确二季度奋战目
标、主要措施和重点工程，
确保实现全镇经济社会发
展各项主要任务指标“双过
半”。

该镇密切聚焦沿海绿
色产业定位，坚持全民提供
信息与小分队专业招商相

结合，高频出击，密集追踪，
洽谈在手8条有价值的信
息项目，确保新开工亿元以
上项目 2个。深化“进万
企、解难题、促发展”活动，
强化对 20 家骨干企业服
务，全力帮助化解用工、资
金、土地等不足矛盾，增强
企业转型升级发展信心。

在镇村经济发展上，
着力转变依赖土地、林

地、垳地等资源出租收益
的单一模式，重点开发物
业等长效增长项目。充分
利用闲置房屋，通过招商
引资新上实木家具、餐
饮、物流等实体；开发荒
废沟塘，通过建立土地股
份合作社、家庭农场及土
地规模经营，增加溢出效
益；实施进城置业、优势
道口“筑巢引凤”战略，拓

宽长效收入渠道，确保上
半年镇村两级经营性收入
超1500万元。

围绕十件民生实事项
目，强化建设要素组合配
置，加大组织协调力度，
确保危房改造、党群服务
中心、村居文化中心、农
村机耕路桥、农村道路提
档升级等重点工程达序时
超进度。

弶港镇瞄准“双过半”重点重抓

本报讯（陈社翔）连日
来，市住建局积极组织施
工单位抢抓天气晴好的有
利时机，打足时间，上足机
械、人力，抢工期，抓进度，
全力加快东关路改造工程
建设。

东关路是台城东西向
的城市核心区道路，是贯
穿于市第一小学新校区南
大门的一条重要交通要
道。东起范公路交叉口，
西至学府东路交叉口处。
由于该道路地处商业和学
校地段，车流量、人流量较
大，又加之道路建设时间
较长，地下排水通畅能力
较差，原有道路已不能满
足区域人车集散和市民日

常生活需求。
此次东关路改造工程

全长 560 多米，道路规划
红线宽度为 13 米，其中，
车行道将由原来7米宽拓
宽改造至9米的沥青砼路
面，人行道运用透水砖人
行道，同步建设雨水和污
水管道。该道路按照城道
路标准设计，设计时速30
公里。

工程自今年3月17日
开工建设以来，在各相关
责任部门、单位共同努力
和广大市民的积极支持
下，整个工程进展顺利。
据了解，该工程分东西两
个段面封闭施工。到4月
26日，该工程西段已推进

施工段面 150 多米。目
前，施工单位正积极组织
机械、人力抢抓晴好天气，
加班加点，在对老旧路面
和障碍物进行开挖、清除
和大部分管线预埋的基础
上，进行路基灰土和污水
管道作业。

据了解，东关路改造
工程计划于今年8月底前
完成全部建设任务。

图为东关路改造工程
施工现场。

台城东关路改造工程加快推进

本报讯（林四海）连日来，市
国土资源局在市区设立宣传咨询
台、悬挂标语，通过各类媒体向市
民群众倡导绿色生活理念，现场
发放宣传资料1000多份。

今年 4 月 22 日是第 48 个世
界地球日。今年的主题是“节约
集约利用资源，倡导绿色简约生
活——讲好我们的地球故事。”从
22日开始，该局在为期 7天的时
间内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周活
动。

他们通过短信平台，向市有
关部门、镇区发送宣传短信，在13
个镇区开展现场同步宣传，各分
所分局工作人员走上街头、走进
村居和企业，宣讲地球日的意义、
节约集约利用资源的重要性等。
结合国土资源工作职能，组织志
愿小分队开展“我为地球做点事”
主题活动，深入社区植树造林、绿
色骑行，用积极参与的方式倡导
绿色简约生活。

国土局组织世界
地球日宣传活动

本报讯（曹燕妮 徐
良观）近日，南沈灶镇邀
请市审计局总审计师陈
国平作财经审计法纪报
告。

陈国平曾经参加过
省和盐城市多起重大经
济案件的审计工作，他
以丰富的理论知识，结
合经济犯罪案例，生动

阐述了单位和部门设立
小金库和账外账的严重
危害，要求大家遵纪守
法，依照法律法规记好
账管好账。陈国平生动
的报告，使参加听报告
的全体机关干部、各单
位财会人员、村书记主
任会计受到了一次深刻
的财经法纪教育。

南沈灶镇邀请审计师
作财经法纪报告

本报讯(周碧莲)近日，西溪景
区晏溪河社区开展大走访活动，到
每一户居民家中走访慰问，访民
情、听民意。将了解到的问题梳理
归类，能当天处理的当天解决；不
能当天解决的限期办结；超出社区
处理范围的，及时反映到上级相关
部门。

通过大走访，社区切切实实倾
听民声、了解民需，听取了居民一
系列意见。其中，四组、五组居民
普遍反映大联圩的路不好走，社区
高度重视，通过实地勘察，确认西
溪大联圩需要立即修路。为民办
实事，解民生急需是社区的宗旨，
老百姓有需要，社区就去做。社区
马上按程序确定了修路施工队，立
即施工。

晏溪河社区
大走访抓落实

2017 年 4 月 18 日，市卫生监督所对市水厂出厂
水、全市区域供水范围内 20 个监测点管网末梢水进行
采样，经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按照《生活饮用水标准
检验方法》（GB/T5750-2006）进行检验，所测结果均符
合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出厂
水监测结果如下：

市水厂水质监测结果通告

检测日期：2017年4月18日—2017年4月24日
东台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2017年4月25日

检测项目

色度（度）

浑浊度(NTU)

臭和味

肉眼可见物

PH值

总硬度（以CaCO3计）(mg/L)

氨氮（以N计）(mg/L)

耗氧量（以O2计）(mg/L)

挥发酚类(以苯酚计)(mg/L)

亚硝酸盐(以NO2
-计)(mg/L)

铁(mg/L)

锰(mg/L)

铜(mg/L)

锌(mg/L)

硝酸盐(以N计)(mg/L)

菌落总数(CFU/mL)

总大肠菌群(MPN/100mL)

耐热大肠菌群(MPN/100mL)

游离余氯(mg/L)

标准值

≤15

≤1

无异臭、异味

无

6.5-8.5

≤450

≤0.5

≤3

≤0.002

≤1

≤0.3

≤0.1

≤1.0

≤1.0

≤10

≤100

不得检出

不得检出

0.3-4.0

检测结果

＜5

＜0.5

无异臭、异味

无

7.56

142

＜0.02

1.47

＜0.002

＜0.004

＜0.1

＜0.05

＜0.1

＜0.05

2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