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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街镇围绕特色产业，依托长 1.1 公里的府前路
东延路段，规划拓展 1000 亩工业园区，不断做大海
洋工程特种装备产业园区。图为府前路东延施工
现场。 记者 戴海波 摄

开展畜禽污染专项整治行动以来，各镇区组织
人员对禁养区内的圈舍进行拆除。图为安丰镇新
榆村畜禽圈舍拆除现场。 记者 许翰文 摄

本报讯（记者 王建
生 通讯员 丁秀芹）9月
10日，我市2018年健康
素养监测及基本公共卫
生健康教育项目培训班
开班。全市基层医疗机
构共171名卫技骨干人
员参加培训。

培训班上，省及盐
城市健康教育中心专家
通过实例分享在医疗不
同领域中健康科普信息
传播的工作要求和成功
经验。同时，对我市今
年健康素养监测方案进
行详细解读，并针对健
康教育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项目面临的各种新问
题，从《国家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规范（第三版）》
修订的主要变化、今年
国检的考核指标及评分
标准以及近几年省检及
国检发现的问题等多方
面进行讲解，对工作提
出指导和建议。

通过培训，参训人员
感到增长了见识、增强了
信心。表示将认真学习
《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规范（第三版）》项目的内
容以及健康素养监测方
案的要求，为我市创建省
健康促进市争作贡献。

我市开展培训助力
省健康促进市创建

本报讯（记者 周洪悦
通讯员 顾礼学 邢成龙）
近日，安丰镇人大组织驻
镇市人大代表和全体镇人
大代表，对全镇工业经济
项目进行专题视察，代表
们先后视察了中粮肉食饲
料分公司、智能制造孵化
园三期、创普安机械、尤利

卡电气、久茂电子以及工
业污水处理厂等项目并听
取相关情况介绍。

今年以来，该镇围绕
市委、市政府“融入长三
角、建设新东台”战略部
署，紧扣“三镇”融合发展
主题，全力推进“一镇一园
一特”建设，主要经济指

标、招商引资、项目推进、
园区建设、新特产业发展
取得新突破。园区建设、
以电子信息为主导的新特
产业发展日新月异，被盐城
市政府命名为“盐城市5A
级乡镇工业园区”。

代表们在视察中认
为，今年以来安丰镇工业

经济的发展呈现出主要经
济指标高开高走、电子信
息产业特色彰显等特点。
代表们建议要坚持问题导
向补短板，突出抓好规模骨
干企业培育，确保年内创成
一批星级企业；同时强化项
目推进增动能，力争在重
大产业项目上有新突破。

安丰镇组织市镇人大代表视察工业项目

本报讯(崔小燕 苏阿珍 朱霆)
日前，盐城市林业局对梁垛镇鹤土仑村
森林村庄创建情况进行检查，对创建
取得的成效予以肯定。

入春以来，该村坚持以“完善绿
化、美化、香化体系，提升村庄绿化覆
盖率”为目标，加大绿化投入、强化植
绿补绿、夯实管护措施，发动群众共
建森林村庄、建设生态幸福家园，争
创省彩色化、珍贵化、效益化“三化”
专业村。按照乔灌草相搭配，落叶树
种与常绿树种巧布置，突出乡土树种
及“珍贵化、彩色化、效益化”树种比
例，造林与造景错落有致的理念，做到
道路林荫化、农田林网化、庭院景观
化、节点园林化，达到“春有花、夏有
荫、秋有果、冬有青”的效果。新建成
片造林40亩、小游园7.5 亩，新植栾
树、香樟、合欢、榉树、樱花等树种3万
多株，村庄林木覆盖率达35%以上。

同时，该村对新栽植树木做到一
栽就管，制定绿化养护管理制度，明
确养护管理责任人，提高树木成活
率，创塑生态家园。

梁垛镇鹤土仑村森林
村庄创建如火如荼

本报讯（曹燕妮 王强
徐良观）9月 7日，南沈灶
镇召开第十七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四次会议，要求紧
扣“创塑三个特色、聚力三
个重点、重抓三大提升”，
持续创新驱动、优化经济
结构，进一步统筹推进新
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和
城镇特色化建设。

加强园区建设。金属
材料产业园明星园区拉开

路网框架，完善园区管网，
加快建设园区污水处理
厂，加大路道建设，完善功
能配套，全面增强项目承
载能力，为创建 5A 级园
区夯实基础。果蔬椒乡现
代农业特色园定位“沈灶
青椒”品牌，扩大园区规
模，实施核心区西延北拓，
在园区北侧流转400亩土
地招引大户种植大棚青
椒，真正发挥示范作用，引

领富民增收。
突出项目推进。进一

步加大驻点招商和外出招
商的力度，跟踪意向项目、
服务签约项目。按照签约
项目抓开工、开工项目抓
服务的要求，全力抓好项
目建设，着力补短板、强弱
项；巩固接轨上海招商活
动成果，对有签约意向的
及时跟踪；对收购原中拓
机械公司资产的昇讯活动

房（上海）有限公司，及时
帮助办理相关手续，确保
年内投产。

强化服务发展。倾心
当好服务企业的“店小
二”，落实重点企业“服务
直通车”制度，班子成员及
服务企业条线人员，继续
深入企业、走进项目，精准
服务规上企业、新建项目，
为实现产业转型、企业创
新营造良好的环境。

南沈灶镇重抓“一园一特”
力促经济持续发展

本报讯（记者 许翰
文）时堰镇在全市开展
的畜禽养殖污染专项整
治行动中，紧扣目标任
务，压实工作责任，明确
工作路线，按照“三个一
批”要求，入村入户开展
专项整治。

该镇对禁养区内的
18 家养殖户，下发了
《关于开展畜禽养殖污
染专项整治的通知》，并
送达了《致全镇广大养
殖户的一封信》，让广大
养殖户知晓，主动参与
支持畜禽养殖污染专项
整治工作。坚持边整治
边监管，成立 4 个工作
小组，每日登门踏户跟
踪督查，邀请第三方对

养殖户现状进行丈量核
实、公示，做到“一场一
档”，因场施策。通过强
化“属地管理”责任，明
确工作组奖惩考核等举
措，形成了镇村干部各
司其职、合力推进的组
织体系。

同时，建立专项整
治工作微信群，每日下
午六点前通报整治进度
动态信息，每周末集中
交流汇报整治进展，及
时研究解决存在问题和
矛盾，整治工作取得明显
成效，禁养区内的18家
养殖户积极支持配合，
陆续签订了关闭拆除协
议。目前，已有13家养
殖户进行了禁养拆除。

时堰镇快速推进畜禽
养殖污染专项整治

本报讯（记者 许翰文
通讯员 刘扣平）为保障人
民群众合法权益，市法院
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全力推进涉民生
案件集中执行行动的开
展，妥善执结了一批涉民
生重点案件，有力提升了
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
感。

该院周密部署、精心
组织，采取一系列措施，对
追索劳动报酬、赡养费、抚
养费，医疗损害赔偿和交
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等
涉民生案件进行全面摸
底，逐案登记。创新工作
机制，强化小额速执的

“小灵快”效能，对涉民生
案件集中分流、集约办

理，充分运用“凌晨行动”
“假日执行”等形式，全力
提升涉民生案件办理的时
效度。

借助基本解决执行难
综治大格局，对内强化信
息化手段运用，对外与国
土、公安、检察、金融机构
等相关职能部门联系沟
通，通过采取查封、扣押、

扣划等措施妥善解决涉农
民工工资的案件，对于情
节严重的，以“拒执罪”移
送公安部门。同时，注重
加大普法宣传力度，通过

“法官村长”平台，宣讲典
型案例，注重讲解“执行不
力”与“执行不能”的区别，
争取各界的关心、支持和
理解。

市法院大力开展涉民生案件执行行动

明源纺织先后与东华大学、江南大学、山东纺校建立产学研合作关系，积极推进企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公司产
品质量始终占据行业前列。记者 张莉琳 摄

本报讯（何继成 夏素红）连日
来，头灶镇对照市河长办下发的
2018 年度第一批镇村级河道“三
乱”整治问题清单通知要求，全面动
员，夯实举措，细化目标任务，落实工
作责任，对乱建乱搭、乱占河道、乱排
污水等“三乱”行为进行全面整治。

在整治过程中，该镇针对乱排问
题，新建蓄粪池，封闭排污口，禁止排
污入河；针对乱占、乱建问题，拆除违
建棚舍、清除阻水障碍，严查重处各
类涉河违法违规行为，确保河道环境
明显改观。

在做好“三乱”整治的同时，头灶
镇进一步强化河道长效管护工作机
制，推行河道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
管理。

据了解，今年市下达头灶镇镇级
河道“三乱”问题 456 件，村级河道

“三乱”问题8件。截至目前，头灶镇
已累计清除镇级河道“三乱”问题
265件，村级河道60件，正积极上报
组织销号。

头灶镇全力开展
镇村级河道“三乱”整治

（上接第一版）其中今年计划新建污
水管道20.75公里，以此进一步提升
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形成主城区污
水管网全覆盖，推进污水管网建设，
完善收集支管。作为城市污水集中
处理的关键节点，市污水处理公司目
前实际处理污水量可达 2.2-2.6 万
吨/日，主要涉及范围包括振兴路以
南、泰东河以北、通榆河以西、串场河
以东区域内的城市生活污水，同时西
溪景区和五烈镇生活污水也接入市
污水公司进行处理。市污水处理有
限公司负责人周华岭表示，下一步将
结合黑臭水体整治做好控源截污，与
市政道路建设同步铺设配套污水管
网，同时与老旧小区和棚户区改造分
步实施雨污分流，遵循“建一片成一
片”的理念，打通入户最后一百米污
水管道，坚决打好碧水保卫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