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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许翰文 通讯员
吕信宁 彭海琴）近日，许河镇组织
农业一线技术人员及部分种植大户
赴南沈灶、安丰、三仓等5个镇就农
业结构调整工作进行学习取经。

大家实地参观了溱东的芦笋
园、时堰的牡丹园、安丰的国贸农庄
等一批农业结构调整典型，仔细听
取相关经验介绍。参观学习不仅开
阔了眼界，也让每一位参观的同志
更深刻地意识到农业结构调整是农
业增效、农民致富、农村稳定的根
本。

大家纷纷表示，要把农业产业
化作为结构调整的制高点，结合实
际工作，学习先进典型，解放思想，
科学经营，为推动许河农业向规模
化、品牌化、标准化、智能化、机械化
发展，尽自己的一份力量，进一步推
动全镇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许河镇组织农业人员
赴邻镇观摩学习

本报讯（万振宇 朱
霆）10月 10日，梁垛镇
党委在党建工作会议
上，结合落实党风廉政
建设责任制，对进一步
加强学习贯彻新修订的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
条例》进行再部署。

该镇以十月份开展
法纪教育学习月活动为
契机，以“讲政治、学法
纪、守规矩”为主题，组
织各村居、部门、单位党
组织开展以专题学一次
党纪法规、上一堂法纪
专题党课、举办一次专
题讨论会、开辟一块橱
窗宣传栏、开展一次送

廉政文化下乡、开展一
次纪律知识测试为主要
内容的“六个一”活动，
促使广大党员懂法纪、
明规矩，知敬畏、存戒
惧，使铁的纪律转化为
党员干部的日常习惯和
自觉遵循。

同时，结合落实党
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纵
深推进“正风肃纪镇村
行”专项行动，抓好新
《条例》贯彻落实情况的
督查，常态化依规依纪
开展监督执纪审查，切
实维护好党规党纪的尊
严和权威。

梁垛镇深入
学习贯彻新《条例》

为积极策应我市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
建工作，展示东台一年四季如画美景，由中共
东台市委宣传部主办，东台日报社、甘港村史
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承办的甘港老家杯

“全景东台·秋之色”摄影大赛正式开启。特
邀广大摄影爱好者踊跃参与，用镜头捕捉每
一片秋的痕迹，定格诗意东台层林尽染、叠翠
流金的秋色斑斓，分享“万美之中秋为最”的
成熟与丰盈。

一、征稿时间
即日起至11月30日。
二、投稿方式
参赛者将作品发至邮箱dtrbsyds2018@126.

com，邮件需注明参赛人姓名、联系方式。每
幅照片烦请以“作者名+照片名+作者联系方
式”命名。

三、作品要求
1、凡今年以来拍摄于东台境内的秋日美

景作品均可参赛。
2、参赛作品需贴合主题，构图精美，有较

强视觉冲击力。电子文件提供 JPEG 格式，并
用简单的文字介绍拍摄时间、地点及作品背
后的故事（不超过100字）。

3、每幅照片尺寸长边不得低于 2000 像
素，分辨率不得低于 300dpi，文件大小不得小
于3MB。

四、评奖办法
参赛作品择优在《东台日报》刊登。活动

结束后，组织专家对参赛作品进行评奖，拟设
一等奖 2 名，二等奖 6 名，三等奖 10 名，并对
获奖者颁发证书及奖金（或奖品）。

五、注意事项
1、作品可以通过软件在不改变作品原貌

的前提下，做适当的后期处理，但不可进行合
成等手法改变作品原貌，例如拼接、删除、修
改照片素材。

2、参加本次征集活动的作品，作者有著
作权和署名权，组织方有永久的使用权。

3、作品必须系作者原创，一旦发现有剽
窃、抄袭行为，将取消评奖资格。作品如涉及
著作权、肖像权等纠纷，均由作者自负。举办
单位对本次大赛活动拥有最终解释权。

（另，“全景东台·夏之影”摄影大赛近期
将组织评奖，并在东台日报和东台日报微信
公众号同步公布获奖情况，敬请留意！）

中共东台市委宣传部
东台日报社

甘港村史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2018年9月25日

“全景东台·秋之色”
摄影大赛征稿启事

近年来，我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通过大力开展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行动，营造生态宜居的良好环境，持
续提升农村环境质量，建设美丽农村。图为新街镇的方塘河一景。

记者 张莉琳 通讯员 贲婷华 翟爱龙 摄

本报讯（记者 张一
峰 通讯员 金向红 仲成
连）连日来，东台镇按照
惠民生、促发展要求，扎
实推进 2018 年度农村机
耕路桥建设。

据了解，今年东台镇
农村机耕路桥建设涉及

14 个村（居），共建设 37
条机耕路、10座机耕桥。
为确保工程顺利开展，镇
党委专门组建了镇路桥
建设领导小组，下设镇路
桥建设办，具体负责机耕
路桥建设的组织协调、规
划指导、督促、检查和验

收。
目前，该镇已按程序

完成项目的招投标工作，
中标施工单位均在紧张
有序地施工，已完成总工
程量的 50%左右。该镇
将进一步健全工程管理
机制，加强项目实施的全

过程监督，全力以赴保证
工程建设质量、安全和进
度。严格按照招标确定
的竣工日期执行工期，实
行推迟按 1000 元/天计
扣违约金，确保工程早见
成效，切实提升群众的满
意度和获得感。

东台镇致力改善民生推进路桥建设

本报讯（记者 陈美林 通讯员
陈秀红 沈永红）日前，三仓镇新五
村党群服务中心济济一堂，来自全
镇各村居的113名畜禽养殖户在这
里参加畜禽养殖职业技能培训班。

镇畜牧站专职人员从畜禽粪污
综合治理和循环利用、家禽病害综
合防控技术、蛋鸡常见病的预防和
治疗、中小规模蛋鸡场提档升级改
造技术等内容进行讲解，并耐心指
导学员如何加强畜禽饲养管理，提
高养殖效益。

培训内容让与会人员受益匪
浅，既丰富了养殖户畜禽养殖与疾
病防治技术水平，又增强了养殖户
的科学养殖和环保意识，受到大家
的一致好评。

三仓镇畜禽养殖户
集中充电

由安徽客商投资 5000 万元的三
仓科杰机动车部件项目，新上汽摩
配加工线，生产各类液压制动器。
项目建成达产后，年可产各类摩托
车及电动车液压制动器 60 万套，目
前厂房及办公楼土建工程已竣工。

记者 王灿侠 通讯员 沈永红 摄

2018年省级现代农业
产业项目申报通知已经公
示在东台市人民政府网—
通知公告上，网址：www.
dongtai.gov.cn。 请 相 关
单位对照公示文件，组织
申报。

中共东台市委农村
工作办公室

2018年10月10日

公 告

本报讯 (蒋林 余卫
成）近日，弶港镇以焕然
一新的面貌通过国家卫
生镇暗访组的暗访，获得
上级检查人员的充分肯
定和好评。

9 月份以来，该镇以
问题和薄弱环节为导向，
精准发力，补齐短板，重
点加大公共卫生、公共秩

序、公共环境系统性整治
提升力度，在进一步营造
浓厚创卫氛围的同时，强
化公民健康素养 66 条的
宣传教育，落实居民门前

“三包”责任制和镇居区
域卫生包干负责制。对
餐饮、食品经营以及沐
浴、理发等单位实行动态
巡查，督促补齐证照，实

行亮证营业。大力清理
农贸市场周边摊点，实行
入市定点定位经营，建立
健全农产品检验检测体
系，蔬菜入市检测率大幅
提升。医院重点规范医
疗固体废弃物的收集转
运，按时定点清理到位。
生活污水收集管网铺设
完成工程量的 70%，达

1.5 公里。大力整治背街
后巷，清除卫生死角 100
多处、生活垃圾上百吨。
修复断层路面 100 多平
方米。

与此同时，该镇还把
创卫与创文工作有机结
合，做到两手抓相互促
进。

弶港镇创卫
再发力水平再提升

本报讯（记者 许翰
文 通讯员 张计玉）近
日 ，市 人 民 法 院 召 开
2018 年度员额法官遴选
述职大会，公开竞争 3个
员额法官岗位，10 名申
请入额法官在大会上作
遴选述职演讲，接受民
主测评。

据了解，法官员额制

是指通过严格考试、考
核，选拔最优秀的法官
进入员额。法官员额制
改革是司法改革的关键
环节，员额制改革主要
就是要把每个法院的法
官人数确定下来，走职
业化、正规化、专业化的
道路。法官入额不仅是
身份的转变，是荣誉和

信赖的象征，也是责任
和使命的彰显，更是追
求和担当的体现。

近年来，市法院在员
额法官遴选中严格遴选
标准和程序，真正把政
治素质好、办案能力强、
专业水平高、审判经验
丰富的优秀人才选到办
案一线。这种“让审理

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
司法责任制改革推动了
该 院 审 判 质 效 稳 中 趋
优，各项审判指标均走
在盐城基层法院前列，
在盐城中院组织的综合
考评中连续十年名列基
层法院第一，实现“十连
冠”。

市法院选拔优秀法官进入员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