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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周宴

德育讲堂、德育手抄
报、德育日记、德育家庭
是市关工委在长期实践
中摸索建立的四位一体
教育平台，“德育四联动”
得到了青少年的喜爱、学
校的认可、家长的欢迎，
多次受到上级领导的肯
定，并在盐城市全面推
广。

早在 2004 年，时堰
镇就在镇社区教育中心
挂牌成立我市首家青少
年德育学校。目前，全市
共建立镇区德育中心校
26 所、村德育分校 198

所、家庭辅导站 456 个，
基本形成从镇到村、家庭
的德育教育网络。依托
这一教育平台，我市积极
开展德育讲堂活动，每年
开课近千场，成为“德育
四联动”这一品牌的重要
组成部分。

德育手抄报每年办
报 1.5 万多份，每年评比
一次。许河镇中学将德
育手抄报作为德育工作
的重要载体，采用丰富多
样的主题，引领手抄报融
德育于创作过程，主题包
括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红
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建
党90周年等等。

市教育局关工委连
续十多年在学雷锋活动
月组织学生续写雷锋日
记，年参加人次超十万。
同时将优秀日记收入东
台中学“日记馆”，对外展
出和交流。全市中小学
校要求学生在参加各类
志愿活动、社会实践后，
将所见所感所思以日记
形式记录下来。许多家
庭鼓励孩子写德育日记，
让孩子在日记中培养良
好行为习惯。

德育家庭至今已评
选出2200多户。每年11
月份，各镇区通过层层评
选，将德育家庭名单上报

市关工委，春节前由镇村
单位授牌到户，平时利用
宣传专栏、文化广场等渠
道对德育家庭进行展示
和宣传，淳朴的家风带动
起优良的民风。

各级关工委的骨干
力量是老干部、老战士、
老专家、老教师、老劳模，

“五老”队伍是开展“德育
四联动”的主力军。他们
常年奔走在校园内外、活
跃在镇村田头，甘当青少
年思想道德教育的辅导
员、留守儿童的看护员，
为关心下一代工作奉献
余热。

关工委打响“德育四联动”品牌

本报讯（记者 戴海
波）在344国道头灶段，连
栋大棚成片成片、人工湖
初具雏形，玉菖蒲、紫苑、
枸杞等中草药长势良好，
生态循环水养殖中心等
配套设施稳步推进，一个
集“农业+旅游”于一体的
现代农业示范园跃然眼
前。

近年来，头灶镇扎实
推进“一镇一园一品”建
设，按照“调优结构、调强
品质、调高效益”的发展

思路，致力打造一个特色
鲜明、绿色高效的万亩现
代农业示范园，推动全镇
农业高质量发展走在全
市前列。

344国道头灶段长达
13.88 公里，两侧土地流
转可集中规划农地 l 万
亩。该镇抢抓交通建设
机遇，以此为轴线，在轴
线西部倾力建设2000亩
以上金丝皇菊、麦冬、丹
参等中药材种植、观赏及
加工产业示范区，在轴线

中部先期建设1000亩以
上花卉种子研发、培育基
地，在轴线东部重点发展
1000亩以上甜叶菊与秋
冬蔬菜种植绿色循环。

目前，种植区已搭建
标准大棚 500 亩，玉菖
蒲、紫苑、枸杞等中草药
种植面积达1300亩。景
观区布置连栋大棚、露地
种植各 50 亩，黄桃、樱
桃、树莓、金佛手、无花果
全部栽植到位。创意休
闲区 200 亩人工湖已经

形成，3000 平方米的生
态循环水养殖中心土建
工程竣工，2公里环湖大
道近期摊铺沥青路面。

该镇将对标等级园
区创建，邀请省园林规划
设计院对休闲观光区规
划进行优化调整，加快玻
璃温室、湖坡驳岸、苗木
定植等工作。同时加大
招商引资跟踪洽谈力度，
尽快启动中部和东部两
个产业带建设。

头灶镇农旅融合
建设现代农业示范园

本报讯（诸华桂 张
佳）连日来，市环卫处对老
旧小区、商业街、城市进出
口以及桥下河坡等处开展
环境综合整治。

该处组织人员先后
对范公路、东进路、东广
路、东亭南路等道路两侧
环境进行专项清理，对居
民生活区暴露垃圾、河岸
坡垃圾、建筑装潢垃圾以
及绿化岛、树穴等隐藏垃
圾进行拉网式突击清理，
并落实常态管理措施。
对景范西出口、八舍小桥

口及溪北路三处因常年
乱扔垃圾形成的卫生死
角栽绿围挡，设立宣传标
语。在清理过程中，保洁
人员强化环保宣传，引导
广大居民正确投放垃圾，
做好垃圾分类，共创文明
城市。

自4月份以来，该处
共整治重点场所部位14
处，清除卫生死角43处，
清理暴露垃圾、建筑装潢
垃圾、绿化垃圾等 127
处、400余吨。

环卫处开展
环境综合整治

位于时堰镇的润农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总投资
5069 万元，提供粮食收烘、加工、仓储，是我市十大富
民兴市工程之一。项目新上 20 组低温循环式烘干机
设备，投运后，日烘干能力可达 750 吨，粮食仓储能力
达1万吨左右。 记者 唐雅 摄

本报讯（穆传峰 周
春兰）近日，唐洋镇组织
镇机关全体干部，各村书
记等召开“510”警示教
育大会。

会议通报了近期全
市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以及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等方面的典型案例。
组织大家集体观看廉政警
示淮剧《金杯·白刃》，此剧
以古喻今，反映了党和国
家对腐败零容忍，不断营
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镇党委希望大家以

史为鉴并要求每人撰写
观后感，要求各村各部门
结合自身实际，创造性地
开展形式多样的警示教
育活动，分层分级开展法
纪知识测试。增强廉洁
自律意识，牢固树立“不
想腐”的思想自觉，做到
政治上把握住方向、情感
上把握住原则、行动上把
握住分寸、生活上把握住
小节。

唐洋镇党员干部
观看警示教育片

本报讯（记者 许翰
文 通讯员 张计玉）近
日 ，市 人 民 法 院 举 行

“510知敬畏、反形式”专
题教育，引导广大干警增
强廉洁自律意识、纪律意
识、规矩意识，筑牢拒腐
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

该院持续强化理论
武装，切实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从严
治院，加强自律、深化他
律，不断丰富廉政警示教
育形式，筑牢廉政防线，
引导干警认真学习党纪
条规，做到知敬畏、存戒
惧、守底线。扎牢纪律铁

笼，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
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
神，狠刹“四风”，积极开
展“正风肃纪看机关”活
动，持之以恒正风肃纪。

严惩腐败，保持“铁
腕反腐”态势，重遏制、
强高压、长震慑，深化运
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切
实做到查处违法违纪行
为无禁区、无特区、无盲
区。同时，努力提高履职
能力，大力提升审判质
效，深入推进扫黑除恶工
作，高标准推动各项工
作，不断提升人民法院形
象和司法公信力。

法院开展专题活动
筑牢廉政防线

本报讯（洪宇驰 余
卫成）5月 13日上午，弶
港镇召开伏季休渔暨渔
业安全会议，进一步宣传
伏季休渔的重要意义，要
求全面进行渔民渔船进
港伏休检查，做到见船见
人、一户不漏。

进入五月份以来，该

镇把伏休期作为强化海
洋渔业生产安全管理基
础工作的有利时机，张贴
禁捕公告和宣传标语，进
船厂入渔户宣传养护海
洋资源的重要性和越界
捕捞的危害性。开展渔
民安全生产技能培训，以
事故案例说明规范作业

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强广
大渔民的安全意识和海
上自救互救能力。全面
实施进港船舶安全“体
检”，要求所有渔船到指
定的船舶修造厂进行性
能 检 测 和 机 械 维 修 保
养。对缺失的船只按规
定配备职务船员，依法取

缔“三无”船舶，打击浮子
筏、电子捕鱼等违法行
为。同时，加大滩涂海水
养殖渔业辅助性车船载
客、载货等违规行为的查
处力度，建立健全渔船编
组生产制度，真正做到伏
期休渔安全不松。

弶港镇伏季休渔不松安全弦

5 月 11 日，市住建局老干部活动室内歌声飞扬、掌声阵阵，市委老干部局、市退协市直第六片区老干部“壮丽 70
年，奋斗新时代”联谊展演会举行。 陈社翔 摄

本报讯（记者 唐雅 通讯员 朱
捷）日前，市应急管理局负责人带领
机关党员干部职工，深入万陆社区
居民家中，开展文明城市创建入户
走访防灾减灾宣传活动，为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进一步营造浓厚氛围。

市应急管理局一行人员来到万
陆社区居民家中与居民亲切交谈，
把文明市民认知卡、捡拾小烟头传
播大文明倡议书、全民防灾减灾等
宣传册发放给居民。

应急管理局
入户宣传创文

本报讯（王晓川 陈社翔 文/
摄）5 月 13 日，市住建局组织 40多
名志愿者深入市区 38 处在建建筑
工地，广泛开展扫黑除恶宣传活动。

志愿者们向建筑工人发放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宣传漫画，摆放宣传
展板，形象生动地讲解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的重大意义和相关知识，引
导建筑企业和建筑工人积极主动参
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治理行动，深
入摸排涉黑涉恶线索。

活动中，共发放宣传资料 600
多份，发放涉黑涉恶线索摸排表200
余份。

图为宣传活动现场。

住建局扫黑除恶
宣传进工地

见习记者 陈佳玲

“被狗咬伤的时候不可以直接
包扎伤口，应先用大量的肥皂水或
者清水冲洗伤口。”

“脚崴的时候应当冷敷，热敷会
加重出血。”

近日，市红十字会志愿者在梁
垛镇小学开展自救互救知识宣讲和
知识竞赛活动。身穿红马甲的志愿
者们将500多份宣传手册发到学生
手中，在老师们的带领下，各班统一
开展了红十字青少年自救互救知识
竞赛，竞赛题目接近生活，涵盖了自
救互救基础知识以及触电急救、食
物中毒处理等各种生活急救常识。

此次活动是市红十字会“红十
字博爱周”系列活动之一。目前，全
市已有 1.2 万名中小学生参加了知
识竞赛。

自救互救进课堂

根据市政府《关于进一步加
快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意见》
（东政发〔2016〕28 号）、市政府
办《〈关于进一步加快现代服务
业发展的政策意见〉实施细则》
（东政办发〔2016〕57 号）文件，
市发改委、财政局、审计局等部
门对各镇区审核推荐的2018年
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奖励项目

进行了复核，现将复核结果公示
如下，欢迎社会各界监督。公示
时间2019年 5月 15日—5月 17
日。

公 示 电 话 ：68831737、
85213876

东台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9年5月15日

2018年度全市加快
现代服务业发展奖励资金

审核情况公示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单位名称

江苏仁达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

江苏辉融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美之好机器人有限公司

东台市永鑫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东台国业建材有限公司

江苏信佳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东台市安丰运输中心

地道东台电商服务有限公司

新街镇海洋工程特种装备产业园

东台市安丰镇安丰电商产业园

梁垛镇临塔村

三仓镇兰址村

五烈镇胡家堡居委会

南沈灶镇兆丰居委会

安丰古镇

黄海森林公园

西溪景区

奖励事项

商业设施固定资产投资补助

研发和技术服务、信息技术服务、
文化创意企业设备补助

企业年主营业务收入达1亿元、5亿
元、10亿元、10亿元以上

服务业品牌建设

旅游景区全年门票收入

完成情况

21008.68

175.14

153.16

88008.33

71544.79

18782.89

18132.61

11940.65

江苏省乡镇电子商务特色产业园区

江苏省乡镇电子商务特色产业园区

江苏省农村电子商务示范村

江苏省农村电子商务示范村

江苏省农村电子商务示范村

江苏省电子商务示范村

国家4A级景区

省级旅游度假区

922.88

1040.10

应奖励金额

31.513

17.514

15.316

10

10

5

5

5

10

10

5

5

5

5

50

50

10

20

财政贡献

0

14.02

7.58

20.48

27.04

184.1

385.2

1.4

—

—

—

—

—

—

—

—

—

—

实际奖励金额

0

14.02

7.58

10

10

5

5

1.4

10

10

5

5

5

5

50

50

10

20

单位：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