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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美林 通讯员 朱
晓燕）时堰镇近日邀请阿里学院专家
对全镇电商爱好者进行培训。

培训会上，专家结合实例从网店
创办、与客户关系的建立、产品销售三
方面进行讲授，学员们就网店实际操
作中遇到的问题与电商专家进行了深
入交流。大家纷纷表示此次培训收获
很大。

近年来，时堰镇以实用为导向，紧
扣本地产业实际，将“互联网+产品”
作为重点内容，通过“实用技能培训＋
操作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增强学员致
富本领，引导学员在电商实践中走向
创业大门，进一步推进该镇电子商务
发展。

时堰镇电商培训
激发创业激情

本报讯（记者 夏静
华 通讯员 贲婷华）日前，
经济开发区新团居委会
张鹤淇的养殖场来了一
批特殊的客人，原来是
区环境整治办的工作人
员带领牧农肥业有限公
司负责人等上门服务。
牧农公司专门与他签订
了畜禽粪污清运处理合
同，东台镇畜牧兽医站、
区环境整治办、新团居
委会、区水务站相关人
员作为见证单位代表现

场签字，并将严格督促指
导双方履行合同。

针对辖区内仍存在
部分畜禽养殖大户的实
际，经济开发区严格按照
全市“263”专项行动部
署要求，坚持疏堵结合全
面开展畜禽粪污综合处
理利用，探索出一套行之
有效的“农户蓄积、公司
收集，专业处理、变废为
宝”的畜禽粪污治理之
路。

该区组织专门人员

深入各村居对养殖户进
行调查摸底，广泛宣传畜
禽粪污集中处理的好处，
严厉打击各类污染环境
行为。对全区 70多户养
殖大户列表详细记录家
禽养殖种类、数量、养殖
地点。为彻底解决畜禽
粪便乱排乱放对水体的
污染，该区经过广泛考察
调研，综合评估，委托牧
农肥业公司对各村居社
区畜禽粪便进行集中清
运，并最终确定了较为优

惠 的 畜 禽 粪 便 清 运 价
格。为鼓励养殖户推行
绿色生态养殖，开发区还
先期投入一定引导资金，
明确2017年—2018年清
运费用由区财政承担，
2019年区承担75%，养殖
户承担25%，2020年开始
区负担每年递减15%，养
殖 户 负 担 每 年 递 增
15%。一系列惠民利民
举措赢得了养殖户的信
任和支持，大家变被动为
主动，纷纷签订了畜禽粪

污集中处理合同。
牧农肥业公司负责

人姜伯昌介绍，公司专业
生产鸡粪有机肥、发酵有
机肥、生物有机肥等产
品，拥有完整、科学的质
量管理体系，畜禽粪便
收集处理中心采用生物
发酵生产工艺，经过一
段时间堆积发酵后制作
的有机肥成品很受市场
欢迎，今后计划进一步
扩 大 生 产 规 模 。 他 表
示，公司将严格按照合

同要求，组织人力和机
械及时清运畜禽粪便，
为河道整治和“263”专
项 行 动 做 出 应 有 的 贡
献。区环境整治办主任
龚建华表示，养殖户和
牧 农 肥 业 公 司 签 订 合
同，实现互利共赢，通过
集中清运彻底解决了畜
禽粪便向河道排放的污
染问题，为深入推进河长
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

经济开发区引入第三方
清运养殖污染物实现多方共赢

本报讯（记者 张佳 通讯员 成天
全）9月 18日，由盐城市总工会、盐城
市农委联合举办的 2017 年度盐城市
植保技能竞赛举行，来自盐城各县
（市、区）的9支代表队40名选手参加
了市级决赛。我市选手一路过关斩
将，喜获大赛团体一等奖。

此次竞赛是盐城市农业系统“6+
1”农业技能竞赛的重要内容，我市总
工会、市农委高度重视，及时对活动进
行部署和安排，精心挑选参赛选手，并
对竞赛内容组织赛前培训。赛场上，
我市参赛选手充分发扬团结协作、奋
勇拼搏的进取精神，全面展示了我市
植保技术人员的职业素养和精神风
貌。

我市喜获盐城植保
竞赛团体一等奖

近日，东台镇西楼村幸福小广场上载歌载舞，市
文广新局主办的“喜迎十九大、幸福新西楼”广场惠民
演出，给数百名党员和村民送来了一道道文艺大餐。
邹鹏安 姜伟伟 摄

本报讯（记者 王
建生）9 月 21 日零时
起，全国铁路实施新运
行图。记者从东台火车
站获悉，东台火车站部分
列车时刻也有所调整。

此次变化较大的是
早 晨 南 通 开 济 南 的
K772次列车，由之前的
8:25 开，调整为 9:17
开，晚了 52 分钟。另
外，哈尔滨开泰州Z155
次，东台站发车时间调

整为9:18；太原开南通
K563次，东台站发车时
间调整为9:00；南通开
徐州K8600 次，东台站
发车时间调整为12:54。

国庆、中秋长假即
将来临，东台火车站特
别提醒市民，网络订票
要以铁路总公司12306
官方网站为主，网购成
功后，尽量提前取票，或
在开车前提前一到两小
时到车站换取纸质车票。

东台火车站部分
列车时刻调整

本报讯（盛日华 陈昌华）日前，市
农委举办瓜果蔬菜生产职业技能培训
班，这已是该委于近期举办的第二场
培训。来自全市各镇的瓜果蔬菜种
植大户、家庭农场主等 310人参加培
训。

培训中，学员们深入红芳花卉家
庭农场、国贸农庄等高效种植亮点现
场实地观摩。盐城市和我市农业专
家分析了瓜果蔬菜产业市场前景和
形势，讲解了西甜瓜最新科研成果和
栽培技术等，并就生产中发现的实际
问题和操作难题开展现场互动。

农委开展瓜果蔬菜
生产职业技能培训

本报讯（记者 朱
江 通讯员 吴超兰 徐海
琴）溱东镇工贸三项人
员知识第二期培训班近
日正式开课，47名学员
参加本次培训。

培训安排了《安全
形势报告及典型案例分
析》、《职业健康管理》
等专业课程，并在授课

方式上积极创新，全程
采用多媒体设备，将枯
燥的理论知识生动化、
立体化，同时还增加了
座谈会、现场交谈、现场
测评等内容，以谈促学、
以考促学，极大地激发
了学员们的学习热情，
提高了学习效果。

溱东镇开展工贸
企业知识培训

9月22日下午，弶港镇双墩村幸福小广场不时飞扬着歌声和笑声，幸福小
广场“喜迎十九大、共筑中国梦”开场文艺演出正在举行。为营造喜迎十九胜
利召开的浓烈氛围，该镇自7月份以来，组织震海天、倾城之恋等群文合作社，
先后创作、编排了《欢乐秧歌》、《采贝舞》等20多个文艺节目，既有现代歌舞、
乐器，也有传统小品、快板、表演唱，表现内容积极向上，深受村民们的喜爱。

配图说明如下：
【配图1】：无说明
【配图2】：无说明
【配图3】：无说明

（朱友华韩浩余卫成）

为鼓励蚕农连续在本
合作社交售蚕茧，做好交
售蚕茧奖励兑现工作，根
据民星社[2017]02号文件
和合作社协议精神，研究
制订本实施细则。

一、建立健全蚕业合
作社新台账。

1、社员基本情况登
记：各茧站要按统一设计
的表格重新登记台账，主
要内容包括社员证号（身
份证号码）、户主姓名、电
话号码、桑园面积、饲养张
数等，订购个体户蚕种的
要注明。

2、交售蚕茧情况统

计：按社员证号（身份证
号）或姓名统计本期上茧
交售总重量，根据饲养张
数计算出交售张单产，如
果是毛脚茧要注明。

3、实名制交售蚕茧：
今后蚕农订种、交售蚕茧
都要采用实名制，一户固
定一人（身份证号码、固定
社员证号），便于登记、统
计和奖励兑现。
二、交售循环奖励要求。
承认民星蚕业合作社

协议和奖励办法。
1、饲养蚕种。蚕农饲

养的是本市蚕桑部门催青
配发的蚕种，并将蚕茧交

售给民星公司蚕茧站的给
予奖励，饲养个体户私贩
的蚕种交售的蚕茧不予奖
励。

2、质量标准。要求成
熟化蛹交售，如毛脚茧率
高于5%（在收购凭证上注
明是毛脚茧）的不予奖励。

3、数量要求。原则上
每期交售给茧站张种上茧
低于25公斤不予奖励；张
种交售蚕茧高于 50公斤
的要查明原因，如果是订
购个体户蚕种的不予奖
励；对跨区域交售蚕茧的，
今年如一秋茧不再跨区域
交售，则春期给予奖励，如

一秋茧继续跨区域交售，
则折半或适当奖励。

三、奖励报批程序和
操作办法。

1、春茧奖励报批程
序。茧站根据 2017年春
茧蚕业合作社交售台账，
对照奖励条件，拿出2017
年春茧兑现方案，分别经
镇蚕业合作社（蚕桑站）分
工负责人、缫丝厂有关人
员、民星公司各管理片负
责人核实，报民星蚕业专
业合作社（民星公司）批
准。

2、春茧奖励兑现办
法。在一秋茧收购时，蚕

农凭一秋茧交售凭证和社
员证（身份证），到春茧交
售茧站专设的窗口办理春
茧售奖励兑现手续，同时
蚕农与合作社续签交售协
议。由茧站按奖励金额全
额开具一式二联的收据，
注明2018年春蚕种款；蚕
农凭此收据交给镇村蚕
技员，在订购2018年春种
时转为蚕种款，茧站同时
提供一份兑现台账给相关
镇村便于核对；订种结束
后，镇（村）蚕技员将收取
的订种收据汇总后到相关
茧站兑取现金。如有蚕农
不同意抵算蚕种款，则

2017年春茧按每公斤上茧
0.5元奖励标准，听通知到
茧站领款；循环奖励资金
由民星公司统一开取发
票，按庄口纳入一秋茧的
茧本。

3、一秋茧奖励兑现办
法。2017年一秋茧交售奖
励（标准每公斤上茧0.5－1
元），按上述办法在2018年
春茧交售后兑现，奖励资金
用于蚕农订购2018年一秋
蚕种或缴蚕种保险。

本实施细则经合作社
社员代表会议表决通过，
同意下发实施。

2017年9月12日

民星蚕业专业合作社2017年交售蚕茧奖励兑现办法的实施细则

（上接第一版）在夜间第2个潮水完成
吊装并撤离驳船，翌日第 3个潮水将
浮吊撤离的方案。去年 11 月 4 日凌
晨，在吊装最为关键的时刻，驳船完成
吊装及撤离任务。其间，从工程总指
挥到参战的每一位现场人员连续3个
昼夜作战，累了乏了困了，趁着工作间
隙，蹲下眯一会起身再战。

据测算，这一项目每年上网电量
为5.28亿千瓦时，按火力发电标煤耗
计算，每年可节约标煤 17万吨，每年
可以减排二氧化碳37万吨，减排二氧
化硫670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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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1日上午，我市在市体育馆举办2017年“庆国庆 架

金桥 ”金秋引才用工招聘会，热忱欢迎应往届高校毕业生、外出务
工返乡人员和其他各类有求职需求的人员前往洽谈应聘。

东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东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东台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东台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