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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叶东升）3月12日下午，市委书记陈卫
红在安丰镇调研时强调，要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抓手，
坚持走特色化、均衡化、高质量发展之路，全力打造电子
信息产业重镇、新型城镇化样板镇和古街旅游名镇。

为进一步满足企业用工需求，安丰镇在电子信息
产业园创新推出“人力资源直通车”服务平台。陈卫红
来到现场详细了解平台服务模式，得知通过线上线下
联合招聘，仅春节期间就为企业招工430多名时，陈卫
红给予肯定。同时，希望加快园区邻里中心、污水处理
厂工程建设，力争早日投入运行，不断提升园区承载
力。

久茂电子是联想、三星等国内外3C电子知名品牌
的重要合作伙伴，公司坚持边生产边建设，目前一期厂
房已建成，150台CNC、32台数控冲压机等设备已进场
安装调试投入运行。陈卫红走进车间察看工艺流程和
产品展示，听说联想公司笔记本电脑70%的结构件来
自久茂，陈卫红表示赞赏，鼓励企业加大智能化设备投
入，以标准化生产助推产品质量持续提升。创普安机
械公司引进欧美先进技术，生产的血清全自动灌装机

等医疗设备和无菌灌装机等食品加工生产线，远销东
南亚、非洲、中东等地区。陈卫红对企业积极开展产学
研合作，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抢占国际高端市场的做
法给予高度评价。

随后，陈卫红深入到红安村和联合村，详细了解农业
结构调整、基本公共服务配套、基层党组织建设等情况，
要求立足生态优势和现有基础，突出功能配置，注重创塑
特色，努力打造独具魅力的乡村振兴示范点。在安丰古
街，陈卫红边走边看，听取古街建设情况汇报，并与游客
亲切交谈。她叮嘱安丰镇和旅游局负责同志要坚持内涵
提升、以特取胜，进一步丰富旅游元素，满足游客多层次、
多样化需求。陈卫红还察看了安丰汽车客运站、商业综
合体等项目现场，要求强化要素保障，促进项目快建设、
早运营，为安丰新镇区建设增添新亮点。

在听取工作汇报后，陈卫红对安丰镇今年以来各
项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她指出，安丰镇产
业有基础，集镇有形象，旅游有特色。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要围绕打造电子信息产业重镇、新型城镇化样板
镇和古街旅游名镇这一目标，开拓创新、务求实效，努

力走出一条特色发展、均衡发展和高质量发展之路。
要纵深推进“一镇一园一特”建设，聚焦电子信息产业，
大力招引上下游配套项目，拉长增粗产业链条，培植造
就一批星级企业，进一步做大总量、做优质量；扎实开
展园区等级创建，加强综合服务平台、工业邻里中心等
公共配套建设，增强园区功能，提升对外形象。要加快
新镇区建设，着力招引商业综合体、品牌地产等服务业
项目，增强新镇区承载能力，持续优化人居环境，提升
群众获得感。要打造乡村振兴样板，围绕乡村振兴战
略20字总要求，坚持因村制宜，强化示范带动，加快农
业结构调整和“一片林”工程建设，积极探索田园综合
体新模式，打造一批全省有影响的特色田园乡村。要
丰富旅游内涵，充分展示地方特色，深度挖掘旅游资
源，做美“食在东台、忆在东台”，全力叫响古街特色旅
游品牌，确保创成国家4A级旅游景区。要加强基层党
组织建设，建好用好党群服务中心主阵地，充分发挥党
员先锋模范作用，让基层党组织真正成为带领群众致
富的坚强战斗堡垒。

市领导孙燕春、王维建参加活动。

陈卫红到安丰镇调研时强调

彰显特色推进均衡 走高质量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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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一峰 周宴

园区路道上，党员志愿者挥洒汗水，清扫路面，
修整绿化、清理环境；“乡村振兴我带头”白板前，园
区企业和党员干部争相上前，签上自己的名字；济济
一堂的党员活动室里，党校干部授罢微党课，与会党
员畅谈“乡村振兴我怎么做”……

3月8日至10日，东台镇西楼村开展“双创五比
当先锋，乡村振兴立新功”主题活动，丰富多彩的内
容，新颖脱俗的形式，焕发了与会党员干部的精神，
引发现场观摩的各镇区、市各有关部门同志的深深
思考。

西楼村党总支书记陈安元介绍，为组织好这次党
员活动，村党总支事先就走访听取了党员同志的意
见，每一项具体内容都结合西楼园区新、民风好的
实际和党员群众的需求组织编排。4 组老党员潘

炳富动情地说：“这次的党员活动，有滋有味内容
多。活动都这么搞，哪个党员不想参加？”10 组党
员梅桂树说：“党员树形象，就是要比普通群众懂
得更多，做得更好！五比五争当先锋，要有实际行
动。”

市委组织部相关负责同志告诉记者，我市“基层
党组织统一活动日”已实现制度化、规范化和常态
化，正成为提升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战斗力的好抓
手。但客观上也存在读报纸、念文件，联系实际不
紧、形式呆板等问题。眼下，市委组织部正以“基层
党组织统一活动日”创新案例评选为抓手，进一步压
实基层支部直接教育党员、管理党员、监督党员和组
织群众、宣传群众、服务群众的职责。西楼村紧扣实
际上党课，灵活多样形式新，为全市创新开展“基层
党组织统一活动日”提供了借鉴。

一次富有创新的党员活动

本报讯（记者 张一峰 通讯员 王玫 薛瑞祥）3
月 9日至 10日，盐城市2018“仰徐”杯优质草莓评比
举行，我市参赛的五家农业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选
送的红颜、白雪公主等草莓品种分别获得金奖和银
奖，获奖级别和数量名列第一。

近年来，我市聚焦富民增收，大力推进种植业结
构调整，在巩固发展西甜瓜、蔬菜等支柱产业的同时，
积极发展草莓等新兴产业，种植规模和效益不断攀
升，草莓专业户不断涌现，种植品种丰富。东台草莓
以鲜艳的果色、香甜的口感、特有的风味畅销各大市
场，亩平收入达到3-5万元。此次参赛的润丰现代农
业有限公司，富春园瓜果合作社，庶新、吴剑家庭农
场，明雅轩生态农业园等企业均为近年涌现出的新型
农业主体。

东台草莓喜获
盐城大赛金银奖

本报讯（记者 张晨）3月 9日晚，市级机
关工委牵头组织各机关单位党员观看电影
《厉害了，我的国》。

该影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引，展示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
践行新发展理念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是激励
人们增强民族自豪感、为实现伟大中国梦不
懈奋斗的一部生动教材。工农业、交通、科
技、文化等多个领域的巨大成就让观影者热
血沸腾。“纪录片彰显了我国的强大实力，让
我们感受到了祖国繁荣富强的自豪感。”市气
象局工作人员倪婕说。

本次活动是我市今年首期电影党课，分
5个场次，共计接待500多名观影党员。

《厉害了，我的国》
在党员中引起反响

地处富安镇的富山阀门
项目推进迅速，目前购置的自
动切断机、自动锻造机、中频
炉等设备已经进场安装调试。

徐越峰 摄

何国庭

春暖花开绿枝头，又是一年植树时。
3月 11日上午，阳光和煦，微风轻吹。在五烈镇

梁广公路“一片林”工程仙河殷庄绿化点，一群植树人
兴致勃勃地挥锹铲土，紧张地忙碌着。他们或二人一
组或三五成群，挖掘树坑扶正树苗，一派火热的景象。

这群植树人来自东台中学，是2018级创新实验班
的学生，不少学生请来家人一道参加植树活动。植树
现场，母女、父子、父女相互配合，全家三口齐上阵。

植树队伍中，一个叫周冉的女生挖土栽树神情专
注，在家人的协助下，一口气栽下9棵树苗。她说：“能
够与同学们一起来参加植树劳动，感到非常开心。共
建绿色家园，美化东台，是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责
任。”

种下一棵树苗，收获一片希望。半天时间，26名
同学发扬团结互助精神，用自己的激情和汗水在农田
里栽下338棵树苗。看着自己亲手栽下的一棵棵树
苗，同学们会心地笑了。

共建绿色家园

本报讯（记者 周洪悦 通讯员 顾礼学 邢
成龙）“凡吾乡人，当以善立人，和吾邻里，齐
吾渊族，实践良知，畅行道义，敦礼让之风，成
淳厚之俗。”经过几个月的拍摄和制作，《记住
乡愁》之安丰镇——民安物丰以善立人，今晚
20:00在央视四套播出。

“倾听古镇的传奇故事；见证乡情民愿的
文化根基；感受那份民族文化的自觉与自
信。”《记住乡愁》节目是由中宣部、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国家文物
局联合发起，由中央电视台组织拍摄的大型
纪录片。

安丰镇因为盛产优质食盐，历史上曾是
中国最重要的盐场之一。公元1021年，范仲
淹来此担任盐仓监。他努力坚持,建起百里
捍海长堤，保障了盐场和农田，造福了一方百
姓，也把一颗善的种子，埋进了古镇人的心
中。师从王阳明的哲学家王艮，回乡开办东
淘精舍书院，专为贫困的百姓讲学，有教无
类，诲人不倦。他立下“以善立人”的乡规，安
丰人无不遵循……

善行之风荡漾在古镇的大街小巷，滋润
着一代又一代安丰人的心灵。

“安丰乡愁”今晚
亮相央视四套

本报讯（记者 王建生 通讯员 陈德贵、练
桂荣）3月7日，盐城市防汛重点工作第一督
查组来我市督查汛前防汛准备工作。

督查组听取了我市汛前重点工作开展情
况汇报，实地检查了我市城市防洪串场河南
闸站、防汛物资仓库、富安泵站、安丰泵站、方
塘河闸等现场以及我市工程维修养护、防汛
急办项目实施情况及物资储备情况，对我市
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去冬今春以来，我市市镇两级已投入
200多万元用于闸站维修和圩堤加固，同时
根据防汛物资储备要求，储备了充足的防汛
物资，保证满足防汛抗灾需要。

我市备汛获盐城
督查组肯定

本报讯(裔丹 姚亚香 周春兰）唐洋镇今
年加大重大产业项目招引，推动产业结构持续
优化。

该镇广泛集聚力量，积极投身招商引资、
园区配套、服务企业等项工作。做到基础设
施不断完善，载体功能日益丰富。成立四个
招商引资小分队，分别由班子成员带队，重点
围绕上海、苏州、广东、南通等重点区域开展
驻点招商、委托招商。突出招引高端纺织、智
能机械装备全产业链项目。优选产业层次
高、投资强度大、回报率高的项目。目前重点
跟踪昆山精密机械园、昆山电子、上海冷暖设
备、上海电机等投资信息，争取签约1—2个
项目。

唐洋镇紧密跟踪
重大产业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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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格伯特电子项目总投
资 2 亿元，引进 CNC 加工中
心、压铸机等设备以及全自动
组装生产线，专业从事精密金
属加工服务。目前该项目智
能化车间建成，压铸车间、挤
出车间、阳极车间投入运行，
组装车间正在抓紧建设。

记者 戴海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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