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江 苏 恒 达 微 波 投 资
500 多万元，新上数显工具铣
床、线切割机床、数控加工中
心等设备 20 台套，研制的微
波雷达天线与微波应答机天
线分别安装在“天宫二号”和

“神舟十一号”飞船舱外。
记 者 陈美林 通 讯 员

朱晓燕 摄

本报讯（艾成凤 朱艳兰 朱霆）连日
来，梁垛镇妇联、计划生育协会、计划生育
服务中心组织工作人员深入各村，开展妇
女儿童关怀行动。

5月下旬以来，该镇突出“圆梦幸福家
庭，协会与你同行”主题，组织相关部门切
实开展以“送生育政策、送卫生知识、送关
爱温暖”为主要内容的妇女儿童关怀行
动。通过组织开展免费义诊、图片展览、卫
生知识巡讲、广场宣传、慰问困难妇女儿童
等形式，力求把关怀行动工作做细做实。
截至6月21日，先后向育龄妇女发放生育
政策宣传资料800多份，接受咨询义诊服
务 430 多人次，举办卫生知识巡讲 30 场
次，走访慰问 90名困难学生和 32户困难
家庭。

梁垛镇妇女儿童关怀
行动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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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顾
敏)在建党 96 周年到
来之际，市城管局开展

“争做合格党员、争做
合格城管”为主题的系
列活动，继承和发扬党
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
风，深化“强转树”专项
行动，增强党的号召
力、凝聚力和战斗力，
激励广大党员坚定理
想信念、干事创业。

据了解，城管系统
“七一”前夕将表彰一
批先进典型,通过弘扬
先进，培树典型，激励
广大干部职工干事创
业的激情，提振精气
神，在本职工作上争当
表率。共上一堂“践行
两学一做，争做合格城
管”主题大党课。围绕
推进“两学一做”“强转
树”和“双争”主题，讲
清楚怎样争做一名合
格共产党员、争做一名
合格城管。举办一次

“我身边的优秀共产党
员”事迹报告会,以身
边事、身边人教育广大

党员干部，立足本职岗
位，充分发挥主动性、
积极性和创造性，为城
市管理工作再作新贡
献。组织部分党员到
红色教育革命基地三
仓烈士陵园，重温入党
誓词，不断提升党员政
治责任感，增强党性观
念和宗旨意识。

同时，开展“全员
参与城市管理，携手共
创文明社区”活动。党
员志愿者走进社区，宣
传城乡规划法、市容管
理条例、垃圾分类知
识，提高广大市民对城
市管理工作的知晓度，
引导其共同参与管理
城市。结合“访民情、
促和谐”大走访活动深
入唐洋镇红色村、新元
村，开展“富民强村谋
发展，党建联动建和
谐”活动，帮助群众解
决实际困难和问题。
到城东新区钱陈村、天
洋村，开展慰问低收入
农户活动，进一步体现
党组织的关心、爱护。

城管局举办
系列活动迎“七一”

记者 张一峰
通讯员 严从寅

6月20日，东台镇富
民村与官北村交界的二
灶河疏浚结束，看着清澈
的河水碧波荡漾，村民们
情不自禁地为村干部虚
心接受群众意见、实事实
办的精神点赞。

富民村地处三镇交
界处，一度因矛盾多、纠
纷多让干群关系紧张。
大走访活动开展以来，该

村以“访民情、促和谐”
为落脚点，提出了要让矛
盾和问题全见底、让化解
措施和办法落到实处，让
民心和民意真正理顺的
工作要求，在镇相关部门
的支持下，三个走访小组
针对农户白天在田干活
和外出务工的实际，调整
上门时间，以早晚为主到
组到户，听取群众意见，
力求访民不扰民，对访问
未果的农户也通过电话、
微信等形式取得联系，真

正做到全程衔接全面覆
盖。目前，全村805户已
进行了一户不漏的全面
走访。

走访中，该村坚持深
入过细原则，不仅挨家逐
户发放征求意见表，同时
做好访问记录，访谈人员
联系电话、姓名也一一留
给群众，便于随时联系。
村每天集中交流走访情
况，进行汇总梳理。对老
信访户了解其诉求，掌握
心理动态，进行理性劝

说，避免了非正常上访和
越级上访。对个别尖锐
矛盾，由村党总支、村委
会主要负责人牵头，并邀
请老干部参加包干处
理。对能解决的问题，当
即就办，不留尾巴。走访
中共收集到涉及界址纠
纷、水系不畅、生产路恢
复、扶贫帮困、赡养老人
等问题39个，其中有 22
条当场进行了处理。10
组与官北村交界的二灶
河长期未疏浚，不仅水系

不通，而且水体发臭，影
响村民的生产生活，村里
顺应群众呼声，经过向上
反映，仅用一周时间就完
成了申报立项、招投标工
作，而且很快由中标方进
行了疏浚，体现了特事特
办的作风，让村民由衷称
赞。

该村举一反三，将一
轮大走访变为常态化便

民服务。连日来，他们对
已处理的问题回头看，进
一步整改提高，对未处理
的问题创造条件办理，尽
量对群众有个交待。村
里还通过完善值班制度、
接待制度、下访制度，扎
牢包保体系，营造出风清
气正、干群关系融洽的良
好氛围。

富民村常态化大走访赢得村民点赞

本报讯（邱亚萍 杨
友金 夏素红）“对镇区
内所有公厕的内外环境
进行全面清理”“主街道
选择合适地点布置健康
教育专栏”……6 月 23
日下午，头灶镇召开全
国卫生镇创建推进会，
对创建工作所涉村居、
单位和部门，首次推出

“销号制”，就督查中发

现的问题建成“账单”，
交到各村居、单位、部门
负责人手中，做到整改
一处，销号一处。

为切实解决卫生镇
创建工作中存在的问
题，头灶镇国家卫生镇
创建办公室专门组织相
关人员组成督查组，深
入创建所涉村居、单位
和部门，进行逐一检查，

发现 39 个重点整改问
题，并及时与城管、绿化
环卫等 10 多家单位进
行了沟通、登记，明确了
整改目标和整改时限，
对症下药，逐一解决，不
留死角。

据了解，头灶镇卫
生镇创建工作自 5 月份
启动以来，已完成相关
基础工作，绝大多数部

门高度重视，切实把卫
生镇创建工作摆上了议
事日程，但也有极少数
部门工作积极性不高，
思路不清，存有拖拉现
象。为此，该镇专门召
开推进会，进行责任、措
施、任务再落实，确保创
建工作扎实有效、序时
推进，早日创成国家级
卫生镇。

头灶镇卫生镇创建实行“销号制”

本报讯（记者 张莉琳 金莉莉 通讯
员 王辉）连日来，唐洋镇组织人员开展拉
网式检查，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全力确保安
全度汛。

针对今年的防汛形势，该镇按照“查
严、查细、查实”的工作要求，组织有关防汛
成员对集镇、骨干河道、镇管河道等重点区
域地段进行安全检查，对发现的问题进行
汇总梳理，并逐一落实整改责任人与整改
措施，力争在主汛期前消除各类安全隐
患。

该镇明确承担防汛部门的负责人第一
责任人职责，各部门、各村居按照防范重点
部位和重点区域，层层签订防汛保安责任
书，使防汛安全环环相扣、层层分解、落实
到人。编制完善防汛工作预案，努力做到

“防有策、战有略”，使防汛保安工作真正落
到实处。同时，对去年防汛物资进行认真
清查盘点，及时增加编织袋20000只，组建
500人抢险队，确保有备无患。

唐洋镇全力以赴
备汛防汛

本报讯（记者 王
灿侠 通讯员 赵晶晶
沈永红）日前，三仓人
民医院组织外科、内
科、防疫等科室的技术
骨干走进三仓敬老院，
免费为五保老人进行
健康体检和义诊。

为了不影响老人
们正常吃早饭，医护人
员早早赶到敬老院，有
条不紊为老人进行 B
超、心电图、抽血、测血
压等各项检查。活动
中，根据老人各自的身
体状况，医护人员有针
对性地叮嘱他们平时
应该注意的生活细节，
并进行了一些常见疾
病的知识讲解。对于

卧床老人、患有老年痴
呆症的老人，医护人员
十分耐心，拿着仪器到
床头，为他们做检查。

据该敬老院院长
陈康介绍，目前敬老院
共有154名老人，三仓
人民医院每季度都来
敬老院义诊，为老人建
立详细的个人健康档
案，并及时向敬老院反
馈每位老人的健康状
况，对体检异常者跟踪
复查，确诊后用药治
疗。近年来，先后有
28名老人通过义诊查
出身体异常，并得到及
早治疗，有效提升了老
人的生命生活质量。

三仓人民医院免费
为敬老院老人义诊

↑安丰科马特机械加大
技术投入，扩大生产规模，竞
争优势不断增强。目前，公
司累计销售已达 2000 万元，
提前完成“双过半”任务。

记 者 张莉琳 通 讯 员
顾礼学 王文莉 摄

在今年“6·25”全国土地日主题宣传周
活动中，溱东国土所大力推广东台国土微
信公众号，全力营造依法依规用地、节约集
约用地的良好氛围。蒋悦 杨霈 摄

本报讯（记者 陈娟 通讯员 李光杰）6
月21日上午，市海洋滩涂与渔业局组织对
我市渔业生产企业开展安全检查。

检查组重点走访了弶港镇6家渔船修
造企业及6家紫菜养殖企业，了解企业安
全生产管理制度落实情况，并查阅部分企
业的安全生产管理记录台账，对检查中发
现的隐患和问题，责令及时整改，要求各企
业认真搞好渔业安全生产，时刻绷紧安全
生产这根弦，加强渔业安全生产日常监
管。渔政执法人员将及时跟踪整改进度，
对整改不认真、不到位的企业，一律停业整
顿。

渔业安全生产
大检查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