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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仓镇以开展园区基础设施提升年活动为抓
手，强化园区基础设施配套功能，建成投运工业污
水处理厂，实施天然气通达工程，提升园区项目承
载力。图为施工单位正在进行污水处理池项目施
工。记者 王灿侠 通讯员 沈永红 摄

本报讯（记者 周宴
通讯员 贲婷华）近日，从
头灶镇东台河整治现场
看到，河道清淤、河坡防
护及节制闸、桥梁建设都
在紧张有序进行中。从
11月8日开始，施工人员
将河道分段打坝排水后，
采用水冲法对河床进行
清淤，并对沿线河岸铺设
护坡。

东台河是堤东灌区
七条骨干河道之一，西起
通榆河，东至川水港闸。

东台河整治工程地点位
于东台河上段，范围是新
长铁路桥东侧至西潘堡
河段，沿线经过头灶镇、
东台镇及城东新区，长度
约34.05千米。由于河道
积淤严重、排水缓慢，再
加上现有的防洪排涝工
程老化等问题，该河段综
合整治迫在眉睫。

东台河整治工程作
为加快灾后水利薄弱环
节建设实施方案的中小
河流治理项目，工程任务

恢复东台河流域10年一
遇排涝标准，在 2012 年
东台河下段整治工程的
基础上，继续疏浚东台河
上段，降低东台河沿线防
洪水位，并对重点桥梁节
点和下游河道流速较大
河段采用防护措施进行
防护，使堤东地区水利工
程体系、东台河防洪体系
更加完善。

据悉，该工程总投资
9438 万元，主要建设内
容包括疏浚东台河新长

铁路至西潘堡河段34.05
千米，疏浚土方73万方，
河道新建坡式护岸14.86
千米。拆建桥梁2座、节
制闸4座，处理沿线影响
工程，对沿线防护工程范
围内的54处排水口门进
行配套排水跌水设施等。

该河道主体工程预
计明年三月开坝放水，届
时，我市将新增一条生态
绿水长廊，并大大改善沿
岸人民群众的居住环境。

东台河整治工程加快推进
预计明年三月河道主体工程开坝放水

本报讯（何国庭）从12月 4日起，
五烈镇结合四季度工作目标，对全镇
33个村（居）创文工作进行考核。重
点查看各村居创建氛围营造、创建宣
传、创建活动开展、创建文档资料和环
境整治等12个方面的内容。

所到之处，考核组认真对照村居
创文测评标准细则，采取“看”“查”

“问”等形式，对各村（居）创文工作相
关内容逐一“过堂”，并现场打分，排定
名次。

考核工作结束后，将对各村（居）
创文工作开展情况逐一进行反馈，提
出存在问题和不足，开出交办清单，限
时整改到位。同时，督促考核排名落
后的村（居）在思想上引起高度重视，
仔细研究创建细则，明确创建工作责
任人，形成制度，常抓不懈，确保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各项工作取得实效。

五烈镇对村（居）
创文工作进行考核

本报讯（记者 朱江 通讯员 徐海
琴）日前，溱东镇组织开展安全生产
培训。全镇工贸企业安全员、烟花爆
竹经营者及各村安全员等 60多人参
加培训。

培训通过安全知识讲座、观看宣
传片等形式对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烟
花爆竹等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冬季
消防安全要点等方面进行授课，有利
于进一步提高安全生产意识，提升事
故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学员们纷
纷表示，将把所学知识转化为抓好安
全生产的实际能力，深入排查安全隐
患，强化关键环节安全监管，确保企
业安全健康运行。

近年来，该镇始终把安全生产作
为一项重点工作来抓，常态化开展安
全生产大检查，狠抓安全防范措施落
实，督促企业加强自查自纠，把安全
生产责任明确到每个环节、每个岗
位、每个人员，对排查出的安全隐患
限期整改。同时，坚持每月集中学
习，通过专题讲座、知识测试、微信
群互动等方式提升安全员业务水平，
降低企业生产安全风险，确保全镇安
全生产形势平稳。

溱东镇组织开展
安全生产培训

本报讯（记者 叶海慧 通讯员 邢
雪波 陆继军）日前，新街镇人大主席
团组织部分市镇人大代表走进海工装
备产业园，开展走访企业活动。

代表们先后参观市浪鲨船舶设备
有限公司、江苏湃森科技有限公司等
企业，了解生产情况，听取相关情况
介绍，并就企业科技创新、转型升级、
招工引才等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交
流。代表们纷纷表示，要以习近平总
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
为指引，努力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民
营企业发展氛围。同时，依法履行好
人大代表的职责，紧紧围绕全镇工作
重点，开展好代表工作，为放大海工装
备产业特色优势，推动新街镇高质量
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新街镇人大代表
走访企业

本 报 讯（刘 义 岗
翟长发 朱霆）近日，梁
垛镇邀请省沿海水利
科学研究所对该镇通
榆河、泰东河、梁垛河
等三条骨干河道及 33
条支河的水质进行了
一次严格检测。该镇
对照水质检测报告中
提出的存在问题，及时
拿出整改方案，动真碰
硬实施整改。

近期，该镇境内通
榆河、泰东河、梁垛河
等三条骨干河道及涉
及的 33 条支河被明确
为国省考河道水质整
治考核范围，要求2019
年以上河道地表水要
达到Ⅲ类水质标准，要
求高、任务重。围绕打
造“河畅、水清、安全、
岸绿、景美”的河道环
境，该镇创新河长制工

作思路，迅速启动国省
考梁垛段河道水质综
合整治行动。

该镇坚持因地制
宜，紧抓部门、村居联
动，认真制定河道整治
方案，细化任务分解，
深入推进河长制。在
建立河道每月巡河检
查督查机制基础上，邀
请省水质检测权威部
门定期对各河道逐条
开展水质检测，排查找
准存在问题，实施靶向
化精准化“对症下药”，
动态攻坚和销号到位，
切实提高问题整改实
效，努力推动河道环境
质量持续改善，确保通
过一年努力，实现国省
考河道水质按期达标，
展现梁垛生态宜人的
好风光。

梁垛镇查水质
抓整改深推河长制

本报讯（虞忠辉）今
年以来，市财政局以提高
财政资金使用绩效为目
标，强化财政投资项目评
审管理，做到创新方法、
优质服务，严格把关、精
细评审，努力为政府把好
关口，为财政节约资金。
今年 1-11 月份，共评审
项目 255 个，送审总额
34.2 亿元，审减额 6.1 亿

元，审减率17.84%。
注重招标文件的审

查，重点审查招标文件
中工程款的支付方式、
付款时间、工程费率的
计取和评标办法。注重
项目立项依据的审查，
对未经市领导审批、单
位自行报送的项目，一
律不予评审，减少盲目
投资，防止形成新的负

债。注重功能标准的审
查，对进口、高档、属于
奢侈品的标的物，原则
上不允许使用或采用国
内品牌替代，对无实质
性 用 途 的 项 目 予 以 剔
除，对目的不明确的预
留金予以取消。注重工
程变更的审查，坚持细
编预算、逐项审核、现场
踏勘、联合签证的办法，

细化管理，严厉抵制人
为增加项目投资，强化
财政预算约束力。注重
协审质量的审查，强化
对协审单位的考核，对
上期考核成绩靠后、评
审质量不高的，劝其退
出；对新进的协审单位，
签订协议、明确要求、严
格考评，促进评审质量
提高。

市财政局创新财政
投资项目评审管理

本报讯（记者 张
一峰 通讯员 金向红
仲成连）初冬刚至，东
台镇 2019 年度冬春水
利建设全面打响。河
道疏浚整治、生态河道
建设、圩口闸加固等各
项工作有条不紊按序
时推进。

镇水务站同志介
绍，今年全镇冬春水利
建设涉及 20 个村居，
工程总投资约 900 万
元，共分为四块。疏浚
大中沟级河道 24 条，
长度 26.64 公里，总土
方约 36.04 万方；建设
农村生态河道 1 条，整
坡绿化长度 3.3 公里，
疏浚总土方 8.25 万方；
整治 610 省道、344 省
道沿线河道 10 条，整
坡绿化长度 5.43 公里，

疏浚土方 0.1 万方；对
堤西圩区 3 座圩口闸
进行技改加固。工程
实施后，将有效提高区
域农业排灌和综合抗
灾能力，有利于农村水
环境的持续改善，逐步
形成河畅、水清、岸绿、
景美的和谐新格局。

目前，已按程序完
成工程测量服务的招
投标工作，正紧锣密鼓
做好监理单位、施工单
位的招标工作。该镇
将健全工程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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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早见成效，
预计 2019 年 3 月底前
全面完成水利建设任
务，切实提升群众的满
意度与获得感。

东台镇对照标准
打响冬春水利战役

位于安丰镇的久茂电子致力打造
全球领先的电子产品顶尖供应商。其
产品主要应用于手机、电脑、数码相机
等电子产品，以及汽车、航空、高铁等，
是联想、三星、惠普、华硕等国际国内
3C电子知名品牌的重要合作伙伴。

记者 张莉琳 摄

东台中玻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发
展之路，实施节能降耗，主打生产在线
Low-E 和在线 Sun-E 节能镀膜玻璃，
产品远销韩国、尼日利亚、中东等多个
国家和地区。近年来，公司被认定为

“中国建材行业新兴产业示范企业”
“绿色工厂”，被授予高耗能行业能效
“领跑者”称号。记者 周宴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