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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叶海
慧 通讯员 崔建华）近
日，市河道处巡查管护人
员在日常管护中发现，有
施工单位利用夜间在引
江河海陵南路 610 南延
大桥下跨河顶管，立即上
报并上前制止施工。经
现场勘查、询问，原是某
网络公司在未办理任何
跨河施工手续的情况下
就开展现场施工，违反了
水法律法规。执法人员
在调查取证、拍照后，要
求当事人立即停止施工，
并耐心劝说，督促其按要
求施工。

自我市开展河湖“三
乱”整治以来，通榆河河

道环境明显改观，水美岸
绿的风景逐渐呈现。为
巩固整治成果，市河道处
强化对通榆河日常巡查执
法工作。据悉，1—3 月
份，已现场制止各类违法
违章 25起，清理耕翻种
植200多亩，通过随手拍
向河长办反映各类问题
18起。

市河道处相关负责
同志表示，将进一步加强
对通榆河、泰东河、川东
港等河道的日常巡查、河
流水域监管等工作，坚决
制止和严厉打击侵占河
道、乱搭乱建等违章违法
行为，确保发现一处，严
厉查处取缔一处。

河道处加强巡查执法
巩固整治成果

本报讯（记者 张一峰 通讯员
金向红 仲成）连日来，东台镇扎实
开展防汛准备工作。

因地处城关重地，东台镇同时
肩负城市防洪、农村防汛、海堤防护
以及川东港次高地治理等四大任
务，200平方公里落水面积分为堤东
灌区和堤西里下河圩区，其中堤西
共有6个圩区，圩区总面积30.26平
方公里。前阶段，该镇对全镇水利
工程进行了一次汛前检查，对查出
的问题逐一进行整改，并积极修订
和完善防汛防旱抗台预案，明确全
镇各街道、村（居）社区防汛责任人，
细化防范措施和处置程序。

东台镇防汛
未雨绸缪

市中医院东院住院综合楼正紧扣序时稳步推进，预计明年 3 月份竣工，届时中医院东院可为全市人民提供医疗、
预防、保健、养生、康复等多位一体的中医药特色服务。记者 戴海波 摄

市妇幼保健院整体搬迁工程总
投资 1.28 亿元，设有妇女保健部、儿
童保健部、孕产保健部、计划生育服
务部、门诊内科、外科等其他辅助科
室，病房设床位 200 张。目前，该工
程 正 在 进 行 装 修 和 附 属 工 程 施
工。 记者 戴海波 摄

记者 陈美林 通讯员 沈永红

日前，由三仓镇新桥居委会9组
在外能人庄四国捐款 10 万元实施
的路灯亮化民生工程顺利建成。村
民们高兴地说，今后晚上再也不用
摸黑了。

今年37岁的庄四国，2008年创
办享购时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前
些日子庄四国回乡探亲，得知新桥
居委会部分乡村道路没有路灯，急
需实施路灯亮化民生工程，但居委
会资金还不足，他便萌生了捐款为家
乡安装路灯的念头。他说，家乡的水
土养育了我，现在条件好了，应该回报
家乡，并表示今后将持续关注家乡变
化、积极支持家乡发展。

事业有成
回报家乡

练巧英 朱霆

4月下旬，梁垛镇梁北村七组村
民、市环城路材有限公司总经理袁
胜斌投资12万元，将本组三合桥向
东450米长的硬质路面增宽1.2米，
铺筑沥青1200平方米，解决了附近
村民出行难的问题。

今年40岁的袁胜斌创业有成不
忘回报家乡，先后投资 28万元，为
本组修建硬质道路三条。2010 年
11月，他捐资7万元，修建了组里一
条长 450 米、宽 2.5 米的水泥路。
2013年，捐资3万余元，将组里一条
年久失修的道路改建为沥青路。
2014年4月，捐资5万余元，将组里
一条泥土路改建成水泥路。

袁胜斌是市心连心志愿者协会
成员，近年来先后向困难群众捐款1
万元。

修路惠邻里

本报讯（陈社翔）近
日，市住建局召开全市建
筑业发展暨质量安全工
作会议。会议提出，力争
利用3至 5年的时间，再
培育一批有影响力的骨
干建筑企业，争创国家鲁
班奖、国优项目。

近年来，我市建筑业
通过不断转型升级，巩固
传统市场，拓展新兴市
场，进军国际市场，市场
覆盖面、占有率和经济总
量、企业数量逐年提升。
目前，全市共有建筑业资
质企业 91 家，形成了江
苏龙光、东台泓泰、江苏

创迎、江苏诚达等一批规
模骨干企业。全市建筑
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
15%以上。

会议确定，在政府性
投资项目上，预制装配式
住宅项目达到 65%以上
节能标准的，享受建筑节
能专项资金扶持。成功
晋升特级和一级的总承
包企业、当年新评定的盐
城市三星及以上建筑业
企业、独立承建项目获得
国家或省优质工程奖的
企业分别给予一定数额
的资金奖励。

建筑业发展提出新目标

本报讯（丁怀明 何国
庭）目前，五烈镇丁北村
主要河道已有7个标段签
订合同，收缴履行保证金
35000 元，承包户经过前
一时期突击清理，承包段
面基本上都达到了标准化
要求。一个条条河道有专
人、有责任、有考核、有奖
惩的河道保洁运行机制正
在逐步形成。

眼下沿着五烈镇丁北

公路由南向北，路西2500
米长的直天港河道内水面
清洁，河水清清，不时可
见野鸟落下与河面上的鹅
鸭游弋嬉戏，好一派水乡
生态的自然景象。

近年来，随着农村环境
综合整治的深入推进，河道
保洁力度逐年加大，河面环
境发生改观。但是由于河
沟养殖与保洁没有进行挂
钩，承包户只顾取鱼不管保

洁，造成部分河段环境问题
得不到根治。今年初，村两
委会认真倾听群众呼声，经
过反复调查摸底，召开上轮
水面承包人会议，从便于保
洁的角度，重新规划调整承
包标段。

村里对本轮水面养殖
承包推行“一河双包”，河
沟养殖与保洁相结合，承
包人对承包区域内的河道
保洁全程负责。具体保洁

内容包括各种垃圾的清
理，每个承包户缴纳保洁
履行保证金5000元，合同
期满退还。合同履行期
间，承包人消极履职，村
出具书面限改通知后仍未
整改的，保证金可用于突
击保洁所用的劳务报酬。
村里定期开展河道保洁状
况评估，并将评估情况量
化积分记载入册，年终根
据积分进行奖惩兑现。

丁北村实施“一河双包”

本报讯（虞忠辉）日
前，市财政局邀请市委党
校教师开展理论专题辅
导。

今年以来，该局进一
步强化党员干部的教育
培训，每次学习活动都突
出重点内容，进一步提高
财政干部拒腐防变能力，
提高专业素养。在培训
方式上，既有本局举办的
各种专题培训、与市直部
门单位联办的各类培训，
也有利用网络平台培训、

与高校联合办学等。在
师资安排上，既邀请外单
位专家、高校教授前来授
课，也安排局班子成员和
局机关相关科室、直属单
位负责人及业务骨干登
台辅导。在课程设置上，
既有以局机关组织的集
体学习，也有以各支部、
各党小组、各科室为单位
进行的分散学习，还根据
课程需要开展现场教学、
与挂钩企业及村居社区
组织的结对共学。

财政局月度党课
主题鲜明内容丰富

本报讯（王峰 夏素
红）连日来，头灶镇实施
公益宣传、环境卫生、集
镇秩序、基础设施、文明
素质等五大行动。

头灶镇印发深化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工作实施方
案，通过宣传头灶好人、

文明家庭等举措，弘扬时
代精神，引领向上向善。
合理配置环卫设施，对镇
区主街道两侧的绿化定期
修剪，生活垃圾坚持日产
日清。规范沿街商铺的经
营行为，达到无出店、无
占道经营，无毁绿种菜、

无暴露垃圾、无乱搭乱
建、乱堆乱放、乱披乱挂
现象。因地制宜设置停车
场或划定停车位，机动
车、非机动车按照统一方
向停放，达到整齐有序。

在此基础上，该镇以
新时代实践所站建设为契

机，以深化群众性文明创
建为抓手，扎实推进“温
暖头灶”志愿服务工作，
广泛开展道德讲堂、我为
你诵读、文化进万家等文
化活动，营造文明向上的
文化环境。

头灶镇五大行动推动创文

天然气入户工程是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到今年
年底市区老旧小区入户率将达 95%，4 年入户率增长
了65%。图为海新小区施工现场。记者 戴海波 摄

本报讯（记者 张莉
琳 通讯员 穆传峰 周春
兰）唐洋镇春季绿化目前
已完成成片造林1860亩，
其 中 桃 园 274 亩、桑 园
617亩。

鼓劲、乐元两村是蚕
桑专业村。乐元村新拓桑
60亩，鼓劲村新拓桑 557
亩，建成后的桑园一年饲
养 8-10 期蚕。采桑、上
蔟、采茧将彻底打破传统

的养蚕模式，全部实行机
械化操作。安建村二组作
为森林村庄进行高标准建
设，集中流转土地 274 亩
建设桃园，配套建设路道
水系，桃树的品种有油

桃、水蜜桃、蟠桃。目前，
集休闲、娱乐、健身于一
体的小游园已建成。安建
河已着手进行驳岸护坡，
待施工结束后进行高品质
的绿化。

唐洋镇春季绿化广拓桃园桑园

本报讯（曹燕妮 何建
华 徐良观）近日，盐阜大
众报、盐城广播电台、盐
城电视台记者到南沈灶镇

实地采访以烈士命名的安
云村和才琴村。

雷安云和许才琴两人
先后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

争期间英勇就义。记者们
向老村干老教师了解烈士
的英雄事迹，凭吊了烈
士，表示要用镜头、文字

和声音，让英雄事迹鼓舞
盐阜人民在追梦路上奔
跑。

盐城媒体赴南沈灶镇追寻烈士足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