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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何国庭 夏国
新）连日来，五烈镇农业中
心配合市农机管理部门工
作人员深入到村组，对全镇
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等农机
具进行安全技术检验。

五烈镇大力推广使用
高性能新型农机具，去年
新增大中拖、收割机、烘干

机等大型农业机械 58 台
套，小麦条播机20台。目
前，全镇拥有大中型拖拉
机164台，联合收割机150
台，粮食烘干机 79 台，高
效植保机 127 台，各种配
套机具近千台。全镇烘干
机日烘干粮食2000吨，稻
麦秸秆全量还田面积超

10万亩。
近年来，该镇以实施

粮食绿色高产高效创建项
目为抓手，全镇稻麦等粮食
种植面积14万亩以上，全
面推广机械化秸秆还田技
术、机械化流水线育秧播种
技术、水稻机插秧技术，实
现水稻机插秧面积76%以

上，涌现出各种机具配套齐
全的农机大户近30家，农
业生产综合机械化作业水
平达90%，去年底，成功创
建成盐城市粮食生产全程
机械化示范镇。

五烈镇不仅重视农机
具推广使用，更注重机械
设备的技术维护与安全保

障。为提高农机手的操作
技能，发挥农业机械在农
业生产中的作用，镇农业
服务中心定期开办农机操
作技能培训班，邀请农机
技术员开展系统培训，定期
对农机设备精心检测和维
护。同时组织创建了农机
专业合作社38家，为全镇农

机专业服务保驾护航。
“如今社会化农机服务

网络发达，农忙时只要一个
电话，农机专业合作社就将
农机服务送上门了。”五烈
镇现代农业示范园种田大
户蒋先生深有感触地说，虽
然种着上千亩田，但是从未
感觉到有多忙。

专业化服务助力五烈现代农业

本报讯（记者 张一峰 通讯
员 王玮）4 月 14 日，市城投公司
全体工作人员前往周恩来纪念
馆，开展“缅怀总理为民情怀，创
新服务城市建设”活动。

活动现场，公司党支部组织
大家追思学习周总理不忘初心、
坚守信仰，对党忠诚、维护大局，
热爱人民、勤政为民，自我革命、
永远奋斗，勇于担当、鞠躬尽瘁、
严于律己、清正廉洁的崇高品质，
组织党员重温入党誓词，引导党
员继承先烈遗志，牢记城投使命，
汇聚服务东台城市建设的精神力
量。

市城投公司赴
周恩来纪念馆
开展主题活动

本报讯（刘义岗 周斌
朱霆）连日来，梁垛镇组织
人力、船只，对各河道掀起水
环境管护、水生杂草和河坡
建筑垃圾清理、沉船打捞、
捕鱼设施等障碍物拆除为
重点的水环境整治热潮。

今年以来，该镇深化
河长制向“河长治”转变。
完善河长制管理体系，对
全镇 9条骨干河道、41条
镇级河道、358条村级河道
实现镇村干部挂钩全覆
盖，确保按照“一河一策”

序时推进。镇加大投入，
购置一条除草船、一条大
型保洁船，每天出动，有效
解决部分河道水草多难打
捞的难题，切实提升河道
保洁质量。

目前，该镇8条大中沟

已完成任务数的 70%以
上，10个村的小沟已完成
任务数的80%以上。采用

“河道疏浚+环境整治+岸
坡绿化”生态建设模式，精
心打造出镇级生态样板河
道6条。

梁垛镇河长制向“河长治”推进

头灶镇聚宝湖农业创意园规划打造高效农业示
范区、阡陌田园观赏区、水上乐园休闲区等 6 个工程
区。图为该园区高密度养殖鱼塘施工现场。

记者 戴海波 摄

本报讯（记者 朱
江 通讯员 姜美玲 徐海
琴）近日，溱东镇组织召
开食品安全工作会议，
对食品安全工作要点进
行培训。

会议对《食品安全
法》及《东台市食品安全
协管员管理制度》《溱东
镇农村家宴管理制度》
等7项制度进行集中学
习，围绕农村集体聚餐
食品安全管理工作规范
对食品安全监管巡查方
法、台账资料、食品安全

事故应急处理等方面知
识开展培训。

该镇进一步加大对
农村家宴、食品加工小
作坊、小摊贩、小食品
店、小餐饮店的检查力
度，重点强化农村集体
聚餐上报、登记和备案
管理，做好事前指导、事
中检查、事后跟踪工作，
筑牢“舌尖上的安全”防
线，确保不发生重大源
头性食品安全事故和系
统性、区域性风险。

溱东镇开展食品安全培训

本报讯（陈震宇）4 月 12 日，
市水务局组织系统 40 多名青年
同志祭扫王长锁烈士墓，以表达
哀思，告慰英魂。

祭扫中，由青年代表向烈士
墓敬献花篮。大家纷纷表示，这
次活动不仅为大家上了一堂深刻
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
实践课，更在缅怀先烈的情怀中
认知传统、继承传统、弘扬传统，
将发挥青年一代的斗志和情怀，
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昂扬的精神
面貌，投入到东台水务现代化建
设中去 。

市水务系统组织
青年祭扫烈士墓

本报讯（王向辉 余卫
成）4月13日，弶港镇组织
观摩东台河新先段破旧空
关房拆除复垦现场，将骨
干河道“三乱”整治推向深
入。

进入四月份以来，该
镇在进一步完善“一河一
策”“一河一治”方案的同
时，先后组织五次巡河，对
实地查看的“三乱”问题进
行现场定位，落实整治责

任主体单位和个人。重点
对东台河的 11 处鱼棚依
法拆除、梁垛河海堤村境
内1处排污口实施接管转
排，补办水资源保护手续
10份。

该镇还投资 31 万多
元，购置一艘 7 吨的保洁
船，实现河内水生杂物打
捞机械化。

弶港镇整治骨干河道“三乱”

4 月 12 日，东台市高铁组团概念设计成果评审会在迎宾馆举行。来自北京、南京、盐城等地的专家组就我市一体化
综合客运交通枢纽，构筑现代化商贸综合服务新城区，实现产城区融合发展进行了充分的评审。 专家们一致认为，该
设计定位明确，布局合理、功能齐全，必将为我市融入长三角，提升城市形象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邹洪喜 摄

黄建民 何生荣 刘鎏

日前，东台镇祝女士来到东
台仁达都喜天丽酒店保安部，将
一面锦旗送给了保安部的孙宏
东，对他拾金不昧的义举表示真
挚的感谢。“没想到自己能遇到这
样好的‘活雷锋’。”祝女士激动地
说。

4月 3日下午 5时左右，东台
仁达都喜天丽酒店安保人员孙宏
东下班回家，途经长青农业银行
取钱时，在地上发现了厚厚的一
沓钱，当时周围一个人也没有。
孙宏东马上蹲下来把钱捡起来数
一数，足足有一万元。孙宏东想，
此刻失主肯定心急如焚，但没有
任何联系方式。想到失主有可能
很快回来寻找，孙宏东就在原地
等了一段时间，仍然没有人认领，
于是拨打110报警电话。警察过
来后，他把捡钱的经过告诉警察，
并希望通过他们能尽快联系到失
主。

4月4日中午，通过警方的寻
找，失主祝女士很快联系到孙宏
东，经过仔细核对，孙宏东将钱完
完整整地交给了她。祝女士激动
万分，拿出现金来要感谢孙宏东，
被婉言谢绝了。

拾金不昧暖人心

新 闻 故 事

（上接第一版）中国优秀
旅游城市和全国百家深
呼吸小城等荣誉称号，
连续十七届跻身全国百
强县(市)。伴随经济社
会的快速发展，我市体
育事业、全域旅游也进
入了“加快跑”阶段，先
后建成西溪景区、黄海
国家森林公园、安丰古
镇、甘港老家等30多个
优质景区，承办了一批
有规模、有影响的赛事
和旅游活动，有力展现
了东台旅游城市和生态
城市的新风貌，在长三
角地区形成了良好的口
碑效应。赛事举办地西
溪景区是国家 4A级旅
游景区、江苏十大新景
区和省影视基地，是两
淮海盐文化的起源地、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董永传说”的源头地。
在景区举办半程马拉松
赛不仅充分彰显我市

“智慧、绿色”的发展理
念，展示孝贤文化、三相
文化、佛教文化、海盐文
化的人文风情，还能让
游客和运动员感知“全

域旅游、全景东台”的独
特魅力。跑友们纷纷表
示，马拉松运动倡导绿
色出行、低碳消费，与东
台秉持的生态可持续发
展理念一脉相承，东台
优美的生态环境令人流
连忘返。

本次比赛包括江苏
东台西溪半程马拉松
(21.09公里)、欢乐跑(6.6
公里)两个项目。得天
独厚的生态环境助力选
手们“快马加鞭”，比赛
现场佳绩频传，来自南
京的选手陈颢元和盐城
的选手陈燕分别以1小
时 13 分 31 秒、1 小时
30分 57秒的成绩分获
男女组冠军。

赛事期间，西溪景
区还准备了丰富多彩的
文艺演出。比赛吸引了
中央电视台、《新华日
报》等多家新闻媒体聚
焦东台、宣传赛事。央
视直播团队在新浪新
闻、爱奇艺、北京时间、
一直播、bilibili，斗鱼
等网络平台同时推出现
场直播。

本报讯（记者 周洪悦
通讯员 顾礼学 邢成龙）连
日来，安丰镇组织水务站、
农电站工程技术人员以及
相关村组干部对全镇各类
防汛设施开展安全大检
查，并对检查中发现的问

题及安全隐患逐一落实整
改防范措施，确保整改到
位。

该镇对全镇56座圩口
闸、19座排涝站进行试开
试关，对 2 座人字门闸底
板的淤泥及杂物进行揽渣

清空，投入 36万元将 1座
人字门闸改建为电动直升
门闸。投入7万多元对团
结站等 6 座排涝站的老
化、破损电力设施进行维
修更换；对朱横站附近34
米长的险工险段圩堤采用

打桩加挡土板的方式进行
加固提升，确保汛期来临
前建成达标圩堤。同时积
级筹足防汛物资，在已有
防汛物资的基础上，新采
购 2 万只编织袋，以满足
抢险抗灾的需要。

安丰镇扎实做好防汛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