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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四季度，经济开发区加快推进 1.6 万平方米滨
河花苑三期安置工程建设，进一步完善园区基础配
套。记者 夏静华 张莉琳 摄

本报讯（记者 夏静
华）全市深化河长制工作
推进会召开后，市城管局
迅速落实会议部署要求，
进一步健全完善市区河道
沿线垃圾收运体系，聚力
提升市区 18 条河道管护
水平，确保河长制工作扎
实有效推进。

坚持因河制宜，精准
发力实施“一河一策”。
精准采集信息，充分发挥
智慧城管平台快速处置功
能，加强对市区建成区内

河道信息的采集，主要包
括采集城市河面漂浮垃
圾、河坡两岸乱倒垃圾、
乱堆乱放、违章建筑等，
及时反馈到相关责任部门
和镇区。围绕河水资源管
理、河资源保护、水污染
防治等方面，通过治理、
管控两手抓，形成问题清
单、目标清单、任务清单、
措施清单、责任清单 5张
清单。合理布局设施，结
合各自区域内生活垃圾收
集模式，合理配置便民投

放收集容器，确保沿河垃
圾环卫设施完好，同时加
强农村环卫设施和沿河环
卫保洁工作的检查和指
导。规范运行新曹生活垃
圾卫生填埋场，确保渗滤液
处理24小时运行，有效杜
绝二次污染，减少对河道水
质的影响。

坚持依法治河，全力维
护河道综合功能。建立问
题销号制度，加大河道日常
保洁频次，对水上漂浮物、
水生植物等，按照轻重缓急

快速落实解决，督促河道保
洁外包公司及时清理，确保
整改一个、销号一个，及时

“清零”。建立日志记录制
度，认真记好河长日志，将
每一次巡查情况与相应的
整改措施及时真实记录在
册。依法拆除河道两侧存
量乱搭乱建，对新增违法建
设露头就打，绝不姑息。建
立应急预案制度，制定应急
预案，加强应急人员演练，
落实应急处置所必须的设
施、设备、材料及人员投入

等。遇有建筑垃圾倾倒入
河等突发情况，快速依法处
置，同时联合公安、环保、渔
政部门，对污染面源和鱼网
鱼簖进行综合整治。

坚持监督考核，健全
河道长效管理机制。细化
责任落实，组建河长制办
公室，具体承担日常事
务。局班子成员分别担任
河长，另外明确一名分管
领导挂钩东潘堡河担任河
长助理。细化各河道人员
责任，及时与河道人员签

订责任状。硬化督查考
核，坚持问题导向，实行
日检查、错时查、交叉查
以及明查暗访等相结合的
方式，发现问题及时交
办、限时整改。严格实行
河道管护责任制考核办
法，做到动真碰硬，奖罚
分明。以强化责任追究倒
逼责任落实，对河道巡查
不到位、工作中玩忽职
守、发现问题处置不力、
重大问题整改不力的从严
问责。

城管局用心守护城市内河提升管护水平

近日，富安供电所组织人员到富南蚕茧收烘站进行
用电服务，确保蚕茧烘干正常用电。唐雅孙永兴 摄

本报讯（朱友华 余卫成）“过去不
少档案保管不善、散失严重，现在有了
村建档案室，不少建房手续得到了完
善。”日前，弶港镇海滨村村主任叶勇
到村镇建设档案室查阅资料，为化解
邻里之间宅基界址不清的矛盾纠纷提
供了历史依据。

自2015年以来，弶港镇围绕标准
化目标，加快村镇建设档案室的完善
提升，用房面积由原来的60平方米扩
大到100多平方米。镇财政投入近20
万元，配备档案密集架、加湿器、空调
以及计算机、打印机、复印机、扫描仪、
照相机等30台（套）设施设备，收集储
存村镇规划、建设、管理过程中形成的
有价值的文字、图纸、图表档案和声像
资料5000本（件）。在此基础上，配备
2名档案员，负责日常保洁、资料的保
养和使用，充分发挥档案信息资源的
资鉴作用，先后接待 1000多人次，查
阅档案 2200 多本次。尤其是建设规
划的法定性和指导性得到了充分体现
和延续，每当镇村规划建设一项基础
设施或公益性项目工程时，相关领导
和部门事前都要查阅相关规划文件，
保证了城镇建设的合法性、有序性和
统一性。

弶港镇提高建设
档案利用效率

本报讯（万振宇 方桂生 朱霆）今
年以来，梁垛镇坚持从严从实，环环紧
扣，切实将“正风肃纪镇村行”专项行
动向纵深推进，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该镇重抓全镇党员干部学习教育
不走样，使党员干部自觉争当“自警、
自省、自律、自励”的表率。同时，围绕
镇村干部作风建设、农村“三资”管理
等方面，组织镇机关事业单位和各村
排查、整改存在问题，做到立行立改，
建章立制，执纪必严，违纪必究，形成
风清气正的良好氛围。

结合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
态化制度化，该镇进一步推行一线工
作法和效能建设，引导党员干部以身
作则，深入村组、农户、企业、项目建设
现场开展便民惠民服务工作，加快驱
动“创业兴镇、富民增收”步伐，锤炼能
力提升形象。

梁垛镇正风肃纪
专项行动出实招

本报讯（曹燕妮 徐
良观）国庆期间，南沈灶
镇常灶村二组沈灶河以东
500公尺的一条机耕路道
终于变成了水泥路，沿路
群众直夸镇村又为群众办
了一件大好事。像常灶村
二组这样的机耕水泥路，
南 沈 灶 镇 今 年 要 完 成
45.883 公里、桥梁 22 座。

该镇坚持速度质量两手
抓，截至目前，已完成整
个农路工程的70%，预计
年底将完成全部机耕路桥
的建设任务。

今年南沈灶镇机耕路
桥建设任务中，财政奖补
一事一议道路21条，长度
15.27 公里，移民路 3 条，
长度 2.7 公里，机耕道路

11 条，长度 8.55 公里，农
村公路提档升级桥梁工程
9座，公益性桥梁工程 11
座，机耕桥梁工程1座，移
民桥梁1座。

为切实抓好这一民生
工程，该镇坚持抓进度，
督促各施工单位按序时推
进，确保12月底竣工。同
时，严抓机耕路桥建设质

量，各项目主管单位认真
落实专业监理责任，农路
办人员分工包干到村，各
村安排老党员、老干部或
群众代表组成农民监理，
参与工程建设全过程，确
保施工质量。重抓工程验
收，及时组织相关部门集
中验收，杜绝偷工减料、
以次充好现象。

南沈灶镇机耕路桥建设推进有力

经济开发区萨新热传输公司持续加大投入力度，引进行业领先的铝热传输材料生产线，产品广泛应用于家用空
调和汽车空调等领域，国内细分市场占有率达到70%以上。记者 夏静华 摄

本报讯（记者 许翰文 通讯员 吴
海燕）为强化司法人才队伍建设，市法
院扎实开展青年法官业务大练兵活
动，切实提升青年法官在实战中的岗
位能力。

据了解，该院组织开展包括案
件质量评查、优秀裁判文书评比、庭
审观摩、学术成果展现在内的四项
评比活动，考评对象为 35 周岁以下
干警。

此次活动中共评查案件 1200 余
件、裁判文书 60份。观摩刑事、民事
庭，分别从卷宗是否规范、相关诉讼
材料是否按时送达以及庭审能力、庭
审形象等多方面进行测评打分。同
时，召开青年法官研究会，对相关问
题进行点评，考核业绩将作为青年干
警评优评先的重要依据。

市法院开展青年
法官业务大练兵

本 报 讯（张 晨 文/
摄）国庆期间，我市部分
教师、医生等行业代表集
体参观青少年国防教育
实践基地，军民齐聚欢度
双节。

据悉，该基地建于去
年 3 月，占地 53.8 亩，是
盐城地区唯一的国防教
育实践基地，也是中国上
海国防教育进修学院“苏
北基地”和上海东方绿舟
国 防教 育 战 略合 作 单
位。此次活动中，教师、

医生等代表实地体验了
军旅生活，参观了红色主
题抗战馆、射击体验区、
军事训练场等设施。

参观结束后，大家还
在礼堂内与基地官兵们
开展联谊活动，感受军营
氛围。基地负责人表示，
希望能常态化开展此类
活动，让基地积极发挥作
用，进一步提升市民的爱
国意识和国防意识。

部分行业代表参观
国防教育实践基地

（上接第一版）使广大党
员干部受警醒、明底线、
知敬畏，以过硬的形象赢
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
持。

谋一域发展、富一方
百姓，关键在班子、在干
部。我市严格执行干部任
用条例，科学构建制度体
系，先后出台改进考核工
作、组织部长谈心谈话、
实施考察工作责任制、规
范人事和编制管理等文
件，真正让忠诚干净担
当、为民务实清廉、埋头
苦干、不事张扬的干部得
到褒奖重用。认真落实从
严管理干部“五个要”的
要求，抓住领导干部这个

“关键少数”，及时掌握思
想动态和日常表现，突出
防微杜渐和纠偏纠错，使
干部成长发展全过程、工
作生活各领域、思想行为
各方面都置于严格监督之
下。

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
是事业发展之本。我市认

真落实《干部教育培训工
作条例》，精细设计培训
课程，将党性教育、能力
培养、廉政建设相结合，
加强换届后干部任职培
训。今年上半年开办领导
干部“东亭大讲堂”，邀请
市外6名专家学者来东授
课，全市科级领导干部
500余人参加培训。依托
市委党校和国内知名高
校，开设全市村“两委”正
职培训班、组工干部培训
班、中层干部培训班、大
学生村官培训班以及全市
农村经济能力发展提升班
等7个重点培训班次。

今年“7.2”风灾发生
后，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
大党员干部踊跃参与抢险
救灾支援重建。富安镇迅
速组建团结村抗灾自救临
时党支部，并安排党员结
对挂钩受灾群众，很快就
帮助受灾群众恢复生产生
活。富安镇团结村一组村
民吴芳田开心地说：“没
有党和政府的关心支持，

我们家不可能恢复得这么
快、这么好！”吴芳田说出
了受灾群众的共同心声。

夯实基层基础，增强
基层党组织整体功能。近
年来，我市坚持政治属性
与服务功能相统一，统筹
抓好各领域党的组织覆盖
和工作覆盖，切实发挥基
层党组织引领发展、服务
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
谐的战斗堡垒作用。强化
村级后备干部培养，选优
配强新农村建设带头人。
大力实施“双基双强行
动”，持续深化基层服务
型党组织建设，健全党
务、村务、事务多位一体
的综合服务平台，推动基
层组织建设全面进步、全
面过硬。党群服务中心、
村务公开等载体不断完善
提升，获评全省“村级‘四
有 一 责 ’建 设 先 进 县
（市）”。推进农村党群服
务中心规范化管理，提出

“十个要”规范化要求。
出台我市“两新”组织党

建工作目标管理考核办
法、“两新”组织党务工作
者奖励办法，加大对农村
党员党内关爱力度。

创新驱动离不开人才
的引领和支撑。近年来，
我市大力实施“615”引才
三年行动计划，普惠制吸
引人才，集成化服务人
才，先后 6届参加沿海人
才峰会，签约数量始终保
持盐城各县（市、区）前
列，连续7次获得“省人才
工作先进单位”称号。深
入推进“双招双引”工程，
有效促进校地合作更加紧
密、更多人才走进东台，
不断优化发展环境，培育
和催生发展新动能。今年
以来，市委主要领导率团
先后赴南京、上海拜访高
校科研院所，开展科技人
才对接恳谈活动。党政领
导走进科教重地，寻求更
高层次、更加务实的创新
合作，彰显了我市对人才
工作的高度重视和求贤若
渴的迫切心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