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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朱江 通讯员 张
祖勇 徐海琴）3 月 12 日上午，溱东
镇罗南圩红绿相映分外美丽，镇万
舟志愿服务支队、美丽乡村志愿服
务队、产业发展志愿服务队等十多
面鲜艳的队旗在明媚的春光下迎风
招展，技术指导、扛树苗、挖坑、扶
树、踩土……百余名身穿红马甲的
志愿者们忙得热火朝天，齐心协力
栽下新时代文明实践公益林。

该镇将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与
生态文明建设、脱贫攻坚相结合，按
照生态优先、因地制宜、集中连片、
统一规划的原则，整合 800 亩集体
土地，充分发挥各新时代文明实践
志愿服务队的服务优势，通过认捐、
认栽、认领、认管的方式支持新时代
文明实践公益林建设，由镇产业发
展志愿服务队负责日常生产管理，
公益林苗木更新、出售所得收益，统
一用于镇内外扶贫济困、捐资助学
等公益慈善活动。

目前，全镇已经栽植公益林280
多亩，认捐苗木1万余株。

溱东镇栽公益林
扶贫济困

李星辰 朱霆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
了一寸土地?”

日前，在梁垛镇台南中学诵读
学传报告会上，同学们全神贯注地
聆听中学生团员代表讲述雷锋的故
事、阐述雷锋精神。

为营造全民学习雷锋精神、参
与志愿服务、共建美丽梁垛的社会
氛围，展现新时代青年团员的良好
风貌，梁垛镇团委与台南中学团总
支联合开展讲雷锋故事树志愿新风
活动。在诵读学传报告会上，6名中
学生团员代表讲述了雷锋同志为人
民服务的故事和学习雷锋精神的体
会。随后，16名中学生团员代表志
愿者走进台南社区开展志愿服务活
动，学生们清理垃圾、清除小广告，
向行人宣传文明礼仪知识，用实际
行动践行雷锋精神。

讲雷锋故事
树志愿新风

本报讯（曹燕妮 何
建华 徐良观）书香沈灶，
激情诵读。近日，在南沈
灶镇现代农业特色产业
园——果蔬椒乡里，音乐
悠扬、书声琅琅、掌声阵
阵。一场以“植树造林、
绿色发展”为主题的全民
阅读主题活动在这里举
行。

来自该镇各单位各
部门的诵读者们纷纷登
台，声情并茂地诵读了
《“中国绿”为地球添生

机》《假如我是一棵树》
《绿树无言 青山为证》
《植树节的怀想》《植树
造林 共筑绿色梦》等经
典篇目。15名诵读者一
个半小时的精彩诵读，
唱响发展新时代，吟诵
绿色生活，赞颂绿色发
展，表达了对“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切
感悟，充分展示了南沈
灶镇干群坚持绿色发展
理念，实现高质量发展
的坚定信心。

“我为你诵读”
走进果蔬椒乡

3 月 12 日，市场监督管理局在万陆垃圾中转站集
中销毁了一批假冒伪劣产品。据了解，此次销毁的侵
权产品涉及烟、酒、医疗器械、保健品等十多个品种，
市值 60 多万元。销毁现场，该局负责人表示，今后将
继续保持高压态势，维护好市场秩序。 刘进涛 摄

本报讯（记者 周洪悦 通讯员
顾礼学 邢成龙）连日来，安丰镇组
织各村居开展全民义务植树活动。
在乡村田头，身穿红马甲的志愿者
种下绿色和希望。

在红安村，近50名志愿者种下
600多棵女贞。在通榆村滨河生态
农场，近200名志愿者种下2000多
棵榔榆。在洋洼村果业合作社冬枣
采摘园，20多名志愿者种下400多
棵冬枣、脆梨、水蜜桃等果树。去冬
今春以来，安丰镇认真贯彻落实“一
片林”战略工程，积极投身沿海百万
亩生态防护林建设，截至目前，已完
成全年工作任务的 80%，成片造林
1000亩。

安丰镇将进一步抬高工作标
杆，致力打造精品工程，继续巩固盐
城市首批森林小镇创建成果，高标
准实施通榆河清水走廊、滨河生态
农场等高品质项目，新建森林村庄2
个，真正做到植一株树、护一片绿、
富一方民。

安丰镇掀起
春季植树热潮

位于五烈镇的江苏科华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致力于医用检验耗材研发和生产，拥有发明专利 9 项、实用新型专
利28项，产品深受国际国内市场青睐。 记者 叶东升 唐雅 摄

本报讯（记者 顾敏）
今年以来，西溪景区围绕
影视、爱情两大主题，大力
引进文化创意、影视制作、
高端旅游等新业态项目，
一着不让高质量推进招商
引资项目建设。

西溪景区目前在建项
目有 4 个，分别是西溪古
镇开发建设、古城历史文
化陈列展示馆、祥生金麟
府和紫院公馆项目。

古镇开发建设由中国
古建专家、上海同济大学
阮仪三团队规划设计，一
期已完成投资5亿元。其
中犁木街修复工程项目总
投资 3.13 亿元，规划建设
发绣馆、盐仓监、犁木展示
馆、三贤祠、民国影视坊等
景点，目前5000平方米的
古建民宿已基本建成，“五
一”前 120 间民宿对外开
放，1.5 公里水上游线开

通，盐仓监、犁木广场建
成。古城历史文化陈列展
示馆位于西溪古城内，利
用城墙内部空间规划设
计，规划一楼为陈皮酒水
储藏区，二楼为陈皮酒生
产工艺展示及各类酒产品
观赏销售区，三楼为陈皮
酒品鉴区。祥生金麟府是
西溪古镇的重要组成部
分，重点打造望梅坊、兰芷
巷、红薇巷、修竹巷、怀槿

巷、落樱巷、玉棠巷等七大
主题坊巷，构筑“两门一庭
六厅六苑”格局。紫院公
馆位于北海路南侧、木港
路西侧，建筑面积约 6 万
平方米，周边配套商业综
合体。

签约项目 3 个，分别
是与上海辰山影视文化发
展有限公司合作项目、上
海盐仓影视基地合作共建
结成战略合作伙伴项目、

浙江横店影视基地合作共
建项目。洽谈项目 3 个，
分别是天上人间、中国情
歌汇和早教中心项目，天
上人间项目与南京某公司
合作，实施董永七仙女文
化园提升工程，让游客体
验凡间风情，畅游仙界圣
境。中国情歌汇项目与东
方卫视合作，由央视团队
全程策划，打造东方爱情
胜地。早教中心项目，与

上海某集团合作，建设总
投资2亿元的综合性儿童
早教中心。

西溪景区将与上海商
会及新成立的北京商会合
作，出台激励政策，委托招
商。同时加快提升影视基
地服务功能，配套建设多功
能演艺中心等，建成影视综
合配套服务平台，打造国家
级影视基地，为招引影视文
化产业夯实基础。

西溪景区高质量推进招商引资项目建设

本报讯（记者 叶东升
许翰文）今年以来，南沈灶
镇紧紧围绕“中部特色转型
区”发展定位，深入开展“重
大产业项目攻坚年”活动，
确保实现首季“开门红”。

该镇重抓全口径工业
开票销售、规上工业开票
销售和增长面等主要经济

指标。同时，着力做好成
长型企业新增长点培植，
倾心当好“店小二”，积极
帮助企业解决好融资、招
工等方面问题，保证其打
足产能，正常运转。围绕
金属材料、精密机械、电子
信息产业定位，该镇瞄准
上海、苏州等重点区域，全

力组织招商攻坚，对在手
洽谈的亿元项目加强跟踪
对接，力争早签约、早开
工。按照签约项目抓开工、
开工项目抓进度的要求，由
镇班子成员牵头组建工作
班子，开展全程服务，强化
要素协调，确保项目早竣
工、快投产、见实效。

该镇还积极有效利用
闲置土地厂房开展二次招
商，引导现有企业加快技改
转型和智能化升级，推动企
业提质增效。加快建设园
区工业污水处理厂，加大园
区道路、绿化、污水管网建
设力度，不断提升园区重大
项目承载能力。

南沈灶镇开足马力冲刺首季“开门红”

今年3月 15日是第 37个国际消费者权益日。为贯
彻落实全市新时代文明实践要求，深入推进“德法润东
台·共享新生活”主题活动，进一步营造诚信经营、文明消
费的良好氛围，更好地助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市市场监
管局、司法局携手市国贸大厦有限公司在全市开展“共铸
诚信·放心消费”主题有奖征文活动。

活动时间：2019年3月15日——2019年5月31日。
征文要求：围绕“共铸诚信·放心消费”主题，结合自

己或身边人在消费过程中遭遇的真实经历，谈感想、提建
议，积极倡导依法诚信经营、文明理性消费的良好风尚。
文章题目自拟，体裁不限，字数不少于 800 字（诗歌除
外）。

奖项设置：征文活动结束后，将评出一等奖3名、二等
奖6名、三等奖10名，颁发奖金和证书。获奖作品将择优

在市级以上媒体上刊登，不再另付稿酬。
投稿方式：将稿件发至邮箱：dtsfxb@163.com，或寄

送至东台市北海中路8号东台市司法局0515室法治宣传
科 。 联 系 人 ：徐 诗 漫 ，联 系 电 话 ：85213970，
18801545783。

注意事项：
1、请作者自留底稿，纸质文稿不予退还；
2、来稿请注明“共铸诚信·放心消费”征文和作者真

实姓名、单位、联系电话；
3、所有稿件必须为原创，文责自负，本次活动解释权

归市司法局法治宣传科。
东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东台市司法局

东台市国贸大厦有限公司
2019年3月15日

“德润杯”“共铸诚信·放心消费”
有奖征文活动启事

3 月 14 日，上海杨浦区法院党组书记、院长任湧飞
率队来市法院考察交流。双方表示，两地法院将以

“共商、共建、共赢”为目标，进一步深化《司法合作协
议》的贯彻落实，全力打造司法业务协作的示范标杆，
为推动杨浦、东台两地合作落地落实，长三角更高质
量一体化发展提供更加优质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夏裕峰 张计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