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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三仓镇采取多种形式推动党的十九
大精神进机关、进村居、进园区。

王灿侠 周冬梅 沈永红 摄

11 月 20 日，市邮政公司向全体党员发放党的
十九大精神学习笔记。朱江 单国胜 摄

朱友华 余卫成

弶港镇黄海紫菜
厂负责人丁世才和其
他 150 多名学员近日
一起经过两天的培训
和考试，领到了崭新的
安全培训合格证。

为进一步提升生
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管
理水平，沿海经济区和
弶港镇邀请市实用技
能培训学校教师从应
急救援、标准化管理、

职业健康安全等六个
方面对企业主要负责
人、安全员进行辅导，
运用大量案例、结合实
际详细解析，采用你问
我答、座谈交流、现场
测评等方式加深学习
效果。

“通过培训，安全就
是效益的理念得到再强
化。”康宁公司经理谢华
表示，一定要认真做好
职业病防治工作，保护
好职工的身体健康。

安全培训效果好

本报讯（记者 张
一峰）11 月 21 日 上
午，奥凯玩具有限公司
党支部再度召开党的
十九大精神学习会，结
合各人具体工作谈学
习体会。

公司党支部书记、
董事长王杰深有感触
地说，强党建促发展，
奥凯公司深受其益。
10年前奥凯建党支部
时，加上东台镇企业管
理站服务的一名同志，
只有 3 名党员。现在
支部党员已有8名，其
中有 5 名是近年新发
展的。这些党员都是
技术、生产、财务各条
线的骨干力量，真正起
到了一个党员一面旗

帜的作用。最近，办公
室的小刘又跨入了党
的大门。就在前不久，
美国一大型玩具企业
前来驻厂，小刘作出了
突出贡献。

生产玩具面临着
创新发展的紧迫课题，
如何以创新引领，党的
十九大报告指明了方
向，“十九大报告中有
企业取之不尽的精神
营养。”王杰说，正是坚
持不懈勇走创新发展
之路，让奥凯在国际市
场上赢得了一席之地。

今年奥凯获批各
类专利 36 项，已与欧
美多家大型玩具企业
达成合作伙伴关系。

奥凯玩具公司
加强党建促发展

本报讯（朱友华 余卫
成）11 月 17 日上午九时
许，一张河坡取土的照片
被上传到弶港镇河长制微
信群里，河长制办公室随
即通知河长及相关职能部
门冒雨赶赴现场。

经调查，一村民因种植
需要自行到东台河新先段富
民大桥东200米处取土平
沟，相关部门除责令当事人
恢复原状外，还给予了严肃
的批评教育，制止了一起擅
自取土毁坡事件。

自河长制推行以来，
弶港镇充分发挥公众监督
优势，将河长制微信公众
号二维码印制在河长责任
牌上，公众随时随地可扫
码进入，通过拍摄河道现
状反映管护情况。

11月 13日，一村民通
过“随手拍”将垦区干河堤
利、边闸段的两处鱼簖上
传到群里，管护责任人得
知后，迅速赶往现场了解
并组织力量在 16 日前全
部拆清。

弶港镇搭平台吸引群众关注“河长治”

本报讯(记者 顾敏)我
市启动环境保护“263”专
项行动，打响了碧水蓝天
保卫战。市农业部门以此
为抓手，走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之路，大力推进农药
减量控害，农药使用量实
现负增长。

大力实施化学农药使
用零增长行动，推广使用
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和生

物农药，在五烈和三仓镇
建立了千亩绿色防控示范
区，农作物喷洒农药次数
比往年明显减少，特别是
水稻喷洒农药从去年的
7-8次减少到 4-5次。目
前，全市化学农药使用量
保持在每公顷 2.5 千克左
右 ，比 去 年 同 期 减 少
5.12%。

市农业部门通过精准

测报科学防治，今年在小
麦、水稻生产中积极推广、
示范生物农药和绿色防控
技术，取代部分化学农药
进行病虫害防治。我市先
后建成南沈灶青椒、唐洋
韭菜、三仓胡萝卜、头灶马
铃薯、弶港西兰花等10个
省内规模最大的有机蔬菜
生产基地，全年种植蔬菜
达120万亩次。推进农产

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
设，新发展农业“三品”50
个、新创国家级品牌2个，
全市绿色、有机、无公害蔬
菜比重达到65%。

农业部门表示，将继
续加快绿色方控制数推广
应用，推进农业废弃物资
源化利用，改善土壤环境
质量，保护水环境，使全市
农业发展更绿色、更安全。

全市农药使用呈现负增长

萨新热传输公司拥有行业领先的铝热传输材料加
工中心，产品广泛应用于家用空调和汽车空调等领
域，今年前三季度销售同比增长50%左右。

记者 夏静华 摄

本报讯（夏正祥 夏
素红）近一段时间以来，头
灶镇安委会邀请专家对化
工企业进行隐患排查，组
织企业员工骨干听取隐患
剖析，进一步统一转型期
员工思想，力求有步骤、有

组织，循序推进化企转型。
根据省“两减六治三提

升”要求，头灶化工园区新
一轮清理整顿全面开始。
该镇要求各企业厘清安全
生产责任制，明确各自安全
职责和相关权利义务，对三

违现象认真记录并作为今
后安置员工的重要依据，对
于三违人员政府不推荐给
相关新办企业，并且将三违
人员名单通报全镇。

今年以来，头灶工业
园区定位高端纺织印染和

机械电子制造，招商形势
喜人，新开工了润云纺织
和东冠纺织印染、倍佳帝
手套、味动力饮料、旭海铝
材等。这些企业开工后，
仅一期工程就需要普通员
工800多人。

头灶镇化工园区开展新一轮清理

磊达钢帘线公司强化生产经营管理，积极开拓市
场，呈现产销两旺良好势头。目前各条生产线正打足
产能，奋力冲刺全年目标任务。

（上接第一版）加强与东台在锡党员联
系，并建立了东台驻锡微信群，组织参
加驻地党组织的学习教育活动。与此
同时，事业有成的伍祥东积极奉献社
会、回报家乡，先后资助 50多位贫困
大学生完成学业，捐资70多万元修建
五星村党群服务中心和便民礼堂。驻
锡流动党员教育基地建立之际，伍祥
东再捐5万元，设立爱心帮困资金，用
于资助、帮扶困难党员和困难群众。

为把无锡流动党员教育基地建得
有模有样有内容，伍祥东专门在公司
里辟出一间近30平方米的房间，用作
东台市流动党员（无锡）之家。房间里
电教设施设备、学习桌椅一应俱全，墙
壁上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展板、学习
和管理制度琳琅满目。

驻锡流动党员教育基地牵头人认
真研究，请市委组织部、时堰镇党委同
志认真把关，拟定了深入学习党的十
九大精神和常态化开展党员教育基地
的具体实施方案。在组织开展集中学
习、分线学习、自学、微信交流等学习
措施的基础上，落实基地牵头人、小组
联络人责任，具体做好与家乡党组织
汇报衔接、与驻地党组织联系、组织开
展学习、处理流动党员事务等各项工
作。

教育基地向全市流动党员发出倡
议：离家不离党，流动当先锋。积极行
动起来，投身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工作中，把党员身份亮出来，把
党员形象树起来，把党的旗帜举起来，
对党忠诚坚定理想信念，锐意进取争
当先锋模范，心系桑梓主动服务家乡。

驻锡流动党员教育基地活动开展
有声有色，吸引了东台驻上海、苏州、
常州等地的部分党员专程赶来观摩。
来自昆山的杨奎树动情地说，虽然不
在无锡，但看到家乡党组织时刻关心
着在外的流动党员觉得十分暖心。小
杨才30出头，从高校毕业后就业到昆
山的一家企业，现在创办了自己的公
司。他说，伍祥东就是自己的榜样，表
示要加强学习，尽职社会，做名合格的
党员。

我公司现有望海西路11号院内两
幢房屋出租（各三层、可分割出租）。该
房源位于东台核心商圈，紧临大润发、人
民医院、国美电器、国贸大厦及实验初中
南校区，面积 1850 平方米（其中 1 幢
1000平方米、1幢850平方米）。房屋产
权明晰，交通方便，大院内有专用停车
位，适合办公、教育、小型医院、旅馆等行
业使用，有租用意向的单位或个人请于
2017年 12月 10日前来报名。报名时
单位请提供营业执照、办理人的身份
证及复印件，个人请提供身份证及复
印件。

报名地点：东台市东亭中路18号
电信生产楼601、603室。

联系人：赵晓东
15312892021

薛瑞宏 15312892002

中国电信东台分公司
2017年11月15日

招租公告

百名流动
党员一个“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