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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叶东升）3月22日下午，市委书记陈
卫红到黄海森林公园调研。她强调，要充分发挥独特
的生态资源优势，高定位高标准加快项目建设，强化宣
传策划，持续叫响品牌，争创国家5A级景区和国家级
旅游度假区。

近年来，黄海森林公园坚持“生态绿色优先、开发
保护并重”的理念，以森林与人、森林与海的互动对话
为主线，注重彰显森林生态、海滨风情特色，着力发展
生态度假、养生康体、科普教育、湿地观光等休闲度假
产品，扎实推进基础设施和景点建设。先后建成森林
乌托邦、木屋群落、空中栈道、少儿营地等一批特色景
观和配套设施，去年接待游客达100万人次。

徜徉在茫茫林海中，空气清新，生态宜人，黄海森
林温泉度假酒店崭露俏颜。陈卫红重点察看了温泉酒
店建设及周边配套情况，要求高标准建设、高效率推

进、高质量完成，确保“五一”对外营业。同时，进一步
优化温泉拓展区设计方案，力争早日开工建设，不断提
升景区接待能力，营造更加温馨舒适的休闲度假环境。

在听取工作汇报后，陈卫红指出，旅游业既是潜力
大、空间广、带动力强的朝阳产业，也是满足人民美好
生活需要的富民产业。如今已经进入大众旅游时代，
黄海森林公园要以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为抓手，
充分发挥生态独特优势，进一步明确目标定位，牢牢抓
住旅游业蓬勃发展的新机遇，围绕国家5A级景区、国
家级旅游度假区创建标准，拿出创新性、针对性举措，
补齐短板、增创优势，致力打造全国有影响、游客常向
往旅游胜地。要加快重点项目建设，集中力量，倒排工
期，挂图作战，确保温泉度假酒店一期、智慧森林等在
建项目“五一”节对外开放；要围绕“绿色、休闲、养生”
主题，按照轻重缓急的原则，启动建设自驾游营地、知

青主题酒店、创意森林等项目，深化与中青旅、鲁能等
国有企业战略合作，通过PPP模式投资、建设、运营旅
游，新建一批高端旅游项目，不断丰富景区内涵，使其
成为推介东台的“金字招牌”和“靓丽名片”。要强化宣
传策划，着力构建政府主导、企业联手、媒体跟进的大
旅游营销模式，围绕生态文化、森林文化、知青文化做
足文章，常态化开展森林休闲节和森林音乐节等活动，
在互联网营销、借节营销上下功夫，通过积极有效的宣
传，不断扩大品牌影响，提高东台旅游的知名度和美誉
度。要加快创牌步伐，认真对照创建标准，逐项对标找
差，着力培育品质高端、业态多元的新旅游，全力打响

“休闲度假”品牌，确保如期建成国家5A级景区和国家
级旅游度假区，推动东台旅游事业在新时代取得新成
就。

市领导孙燕春参加活动。

陈卫红在黄海森林公园调研时强调

坚持项目建设和品牌创塑同步推进
打造全国有影响游客常向往旅游胜地

本报讯（记者王建生 通讯员 贲婷华）3 月 20
日，市政府组织召开《东台市农村河道蓝线规划》
《东台市骨干河道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专家评审
会，与会专家经过认真审议，原则通过两个规划的
评审。副市长孙高明参加活动。

我市 2014 年 12 月被水利部确定为全国首批河
湖管护体制机制创新试点县(市)。三年来，按照水
利部、省水利厅河湖体制机制创新试点工作的要
求，我市组建河湖创新办，在全省率先完成了确权
划界工作，全面建立了升级版河长制，河湖创新试
点十大任务基本完成。

为充分利用好河道确权划界成果，从政府层面
实现河道空间严管严控，实行岸线资源用途管制和
节约利用，我市 2016 年 9 月份通过公开招标，委托
省水利咨询中心编制《东台市农村河道蓝线规划》
《东台市骨干河道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

在听取编制单位对两个规划的编制汇报后，与
会专家和代表展开热烈讨论，充分肯定两个规划编
制的重要性，并提出完善修改意见。市水务局负责
同志表示，两个规划将按照专家评审意见修改后，
报市政府批复实施，为我市城乡规划提供专项规划
基础依据，为全面深化“河长制”提供抓手，为构建

“绿色东台，人文东台”提供基础保障。

农村河道和骨干河道
两规划通过专家评审

本报讯（记者 戴海波）日前，富安宏景包装机械
股份有限公司牵头起草的国内首部粘箱机行业标准
（编号JB/T13148-2017），由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发
布，并正式实施。

宏景公司坚持创新发展，持续加大投入研发新
品，先后获得多项国家专利，其产品性能和档次均处
于国内领先水平。去年，该公司研发机构被认定为

“江苏省企业技术中心”，获盐城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宏景牌全自动粘盒（箱）机荣获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和中国机械工业品牌战略推进委员会颁发的“中国
机械工业名牌产品”称号。

由于粘箱机在国内尚无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为
了规范企业行为，保障产品质量安全，2010年，宏景
公司向全国包装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了制定

行业标准的想法，并于2011年10月在国家工信部第
三批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中获得批准，牵头标准起
草工作。该标准文本先后经过标准稿研讨、组织同
行、客户评审以及信息化审核、标准草案、出版发行
等多个环节，最终完成标准制定。该标准对粘箱机
型号、形式、基本参数和工作条件、技术要求、试验方
法、检验规则，以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等进行明
确具体的规定。

“该标准的制定实施结束了长期以来不同企业按
自己的标准组织生产的行业现象，进一步提升了粘
箱机行业制造水平，同时也为宏景公司发展赢得了
主动权。”宏景公司总经理葛斌介绍说，公司将坚持
创新发展不停步，努力研发新产品，生产更加优质智
能的包装机械，为客户提供满意的服务。

宏景公司牵头起草的
粘箱机行业标准正式实施

陈鹏鹏 曹燕妮 徐良观

“各位同志，我 1942 年入党时是在我们安云村
里的荒地里举手宣誓的。那时，我们白天做军鞋，
晚上磨军粮，还要经常躲过‘二黄’和鬼子的扫荡。”
3 月 20 日，南沈灶镇贾坝村“不忘初心，党建富民”
党员主题活动中，86岁的老党员薛雨英根据村党委
安排，为党员们讲述入党初衷的微党课。

薛雨英老人虽然不识字，但讲得有条有理、铿锵
有力，把在场的党员们带到了那战火纷飞的岁月。

“建国后，我积极参加建设新中国的各项活动，
挑河挖沟，一着不让。现在我虽然老了，但还要不
忘初心，为乡村振兴发挥余热。”薛雨英老人的讲
述，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在贾坝村党员干部中引起
了极大反响。在薛雨英事迹激励下，随后上微党课
的青椒种植大户万曰军提议成立贾坝村帮富党员
先锋队，号召党员中的种养能手和农民经纪人加入
队伍，以党员先锋的帮富行动践行精准扶贫的帮扶
目的，义务为党员群众提供农业技术的宣传教育和
农业信息的收集传递。当场就有 13 名党员报名入
队。

村党委书记彭玉杰结合薛雨英老人的讲述向大
家提出了在乡村振兴中争作贡献的号召：“希望我
们村广大党员要像薛雨英老人这样，不忘初心，积
极带头，做好群众工作，搞好当前的中沟级条排沟
疏浚，恢复机耕道等工作。还要大力发展村集体经
济，把贾坝村建设成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新贾坝！”

贾坝党员帮富“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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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顾敏)连日
来，市交警大队按照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暨城市管理提升动员
大会要求，全警动员、全力以
赴，迅速掀起新一轮市区交通
秩序整治高潮。

该大队迅速研究制定市区
交通秩序整治方案和考核细
则，将市区每条路、每个节点全
部分解到大队、中队负责人，采
取民警包段、中队和大队负责
人包片的警务模式，实行路长
负责制。所有民警和辅警层层
明确职责，层层传递压力，做到
人人有任务、个个有责任，确保
全市交通秩序管理考核指标不
失分、得高分。

加大宣传力度，营造创建
氛围，联合教育部门开展警校
共建,将学生文明出行作为“三
好学生”“美德少年”等各类评
比的重要内容；开展“小手拉大
手，文明伴我行”活动，提高全
民交通安全法制意识。印制宣
传资料，组织民警和志愿者到
机关、企事业单位、社区广泛宣
传，提高机动车驾驶人以及公
职人员的文明交通意识。利用
报纸、电视、广播、“双微”平台
以及宣传车，开展交通秩序整
治宣传，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
整治的良好氛围。

坚持严管严治，加大对各
类交通违法行为的查处和整治
力度。加强对影响市区交通安
全和市容环境的大功率封闭式
电动车、人力三轮车、大货车、
渣土车、拖拉机等车辆管理，对非机动车及行人闯红
灯、逆行、机动车未礼让行人等不文明行为集中开展
专项整治。对无视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严重影响市区
交通安全环境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
起，并建立不文明交通行为信息库，常态进行曝光，努
力使遵纪守法、文明出行成为广大市民的共识。

注重常态长效，推行高峰站点、平峰巡线、动静结
合的管理模式，做到市区交通秩序管理全覆盖。同时
发挥智能交通的作用，充分利用科技手段，加大对路
面的管控，消除管理盲区。抽调基层中队民警，集中
优势警力，强化对市区交通秩序的管理。采取一点一
策措施，与有关单位建立警民共建关系，强化对乱点、
堵点的治理，确保市区交通秩序井然有序，以一流的
道路交通安全环境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和城市管理
提升打牢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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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佳）3月 22日上午，市人大常委
会组织部分人大代表视察“一片林”和绿色扶贫工程
推进情况。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崔康，副主任刘树斌、
赵良钢、黄淑华、李春桃参加视察活动，副市长孙高
明陪同视察。

去冬今春以来，我市紧紧围绕盐城新增造林15
万亩、改造提升15万亩的“双15”目标，以“43211”工
程建设为抓手，着力推进4个千亩成片林、每镇1个
300亩以上成片林、2个森林小镇、沿海新林场、每镇
1个森林村庄创建等重点工程建设，目前已取得阶段
性成效。去年，我市扎实推进绿色扶贫工程，投入
230多万元，栽种梨树、桃树、薄壳山核桃等苗木，受

益农户达9305户。
代表们先后实地察看344国道东台镇绿化段，南

沈灶镇水利绿化示范段、兆丰村心湖小游园、规模化
造林和安丰镇红安村绿色扶贫工程，随后听取市农
委和市委农办相关情况汇报。代表们认为，我市“一
片林”和绿色扶贫工程领导重视、科学规划、推进有
序、成效明显。同时，代表们提出，“一片林”工程要
按照规划要求，持之以恒抓落实、抓推进，动真碰硬
抓管护、抓考核，同时相关部门要做好技术指导和把
关，不断提高造林绿化的成效。实施绿色扶贫工程
要坚持因地制宜、因户施策，加强探索、创新机制，深
入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绿色扶贫工程惠及近万农户

3 月 22 日是第 26 届“世界水日”，也是第 31 届“中
国水周”第一天。今年的宣传主题是“实施国家节水
行动，建设节水型社会”。当天上午，市水务局、市河
长制办公室等有关单位在文化广场发放创建节水型
城市宣传资料。 王建生 张晨 贲婷华 摄

江苏辉坤新能源项目总投资 1 亿元，主要购置双控层压机、全自动测试仪等设备，新建年产
200MW新型高效光伏电池板组件生产线、2MW分布式光伏电站。记者 戴海波 摄

教育部印发公告

竞赛表彰不得作为
中小学招生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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