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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朱江）6 月
11日上午，市长王旭东带领相
关部门负责同志督查农民集中
居住区建设。他要求，打足人
力物力，加快建设进度，深挖特
色资源，创塑亮点工程。

在安丰镇红安村、许河镇
四仓村、弶港镇八林居委会和
头灶镇永红村农民集中居住区
建设现场，房屋主体已经基本
建成，道路、绿化和污水管网工
程等正在施工，工人们紧抓快
干，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王
旭东深入施工现场，仔细询问
工程规划、施工进度和存在困
难等具体情况，要求相关负责
人坚持规划引领，加快工程建
设，完善配套设施，切实把这项
民生工程做好做实。富安镇富
北村污水、排水、天然气等配套
工程已经完成，游步道、小区围
墙和住宅围合正在紧张施工。
王旭东沿着步道一路察看，详
细了解外墙粉刷、附属功能设
施规划等情况，要求更加注重
打造个性特色，努力形成简约
又富有文化内涵的鲜明风格。

王旭东指出，推进农民集
中居住区建设，是省委、省政府
明确的重要民生工程。各镇
区、相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
想认识，精准把握好时间表、任
务书、路线图等各项环节，抢抓
有利时节，打足人力物力，全力
以赴推动农民集中居住区又好
又快建设到位。要坚持规划引领，科学谋划，结合交
通、园区等禀赋条件，因地制宜，挖掘特色，既彰显宜
居美居的整体风貌，又富有特色内涵的鲜明主题。要
结合农村环境整治要求，强化工地扬尘治理，及时降
尘、覆盖裸土，套搭推进绿化、生活污水设施等建设，
着力提升乡村环境。要强化要素保障，优化资源配
置，加强统筹协调，形成工作合力，努力打造一批精品
示范工程，让农民早日搬迁入住，切实改善农民群众
住房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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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许翰文 通讯员 颜路 郑文龙）近
日，省法院和省妇联在南京召开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
益十大典型案例发布会，市民政局申请撤销监护人资
格案入选十大典型案例。

在本案例中，两名当事人作为未成年子女的法定
监护人，不但未履行法定监护职责，而且还对亲生子女
进行买卖交易，严重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市民政
局作为主管社会救助、履行社会保障的行政机关，主动

依法申请监护，代表国家履行对困境未成年公民权益
保障义务，实现了政府托底救助。市人民法院积极发
挥司法审判功能，撤销原有监护人资格，有效扩大了案
件的宣传警示作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
果。

据了解，此次评选出的十大典型案例在类型上具
有代表性，在裁判规则上具有典型性，在裁判效果上具
有示范性，彰显了司法裁判的引领和教化功能。

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全省十大典型案例发布

民政局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案上榜

江苏省东台市地处中国最具活力的长三角区
域，是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市、全国工业百强市、国
家级生态示范区、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绿色发展与生态建设标
杆城市，连续四年跻身全国工业百强县（市）。为
大力吸引、集聚高层次人才来东台创新创业，决定
面向全国举办2019“来东台·赢未来”创新创业大
赛，现发布公告如下：

一、报名时间
2019年 6月 1日—2019年 6月 15日，个人类

可放宽至2019年6月30日。
二、报名方式
大赛分个人组、团队组和企业组，其中个人（博士

学历）类请将申报材料直接邮寄至东台市委组织部，
附件见《东台党建网》通知公告栏；团队组、企业组报
名请登录江苏科技创业大赛官网（www.jscyds.
org），并按要求完整、准确、真实地填报参赛相关信
息。

三、奖励资助
参赛项目按类型评选产生一等奖、二等奖、三

等奖，分别给予资金2万元、1万元、0.5万元奖励；
获奖项目落户东台后，按照东台市“615”引才计划

政策进行资助；所有获奖项目给予专业辅导，择优
推荐参加盐城市第六届科技创业大赛、盐城市第
七届国际精英人才创业大赛、2019年盐城创青春
大赛，2016年1月1日后注册的企业获奖项目推荐
参加2019年盐城市返乡创业大赛；受邀参加现场
答辩的选手每人补贴1000元交通费，其中团队项
目补贴不超过3000元，并免费提供赛事期间的食
宿。大赛全程有风投机构参与，优秀项目还将有
机会获得风险投资及政府股权投资。

四、联系方式
东台市委组织部：东台市北海路8号行政中心

817室，联系电话：0515-89560817、68830817，邮
编：224200，邮箱：dtzzbrcb@163.com；

东台市科技局：东台市北海路 8号行政中心
1315 室 ，联 系 电 话 ：0515-89561375，邮 编 ：
224200，邮箱：dtkjj89561315@163.com；

东 台 市 人 社 局 ：0515-68000198，邮 箱 ：
1498702664@qq.com。

东台市2019“来东台·赢未来”
创新创业大赛组委会

2019年6月10日

2019“来东台·赢未来”创新创业大赛公告

原教育局机关改造公办幼儿园总投资 1250 万元，设计 4 轨 12 个教学班，可容纳 420 名适龄儿童，今年暑假投入
使用。目前，工人们正在抓紧施工。 记者 张莉琳 摄

中央扫黑除恶第17督导组
受理举报方式

受理时间：2019年5月24日—6月24日
举报电话：025-57052201（每天 8：00—20：00）

举报邮政信箱：江苏省南京市A049号邮政信箱
邮编：210042

本报讯（记者 叶海慧）6月 11日，盐城市委宣传
部常务副部长史学健一行来我市调研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和融媒体中心建设等情况。市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周爱东陪同。

我市被列入省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试点市
后，在市镇村迅速建立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和所、站，
依托志愿服务队实现资源共建共享，推动实践活动城
乡一体化。调研组深入到富安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对该所因地制宜加强硬软件建设表示肯定。县级融
媒体中心建设东台作为试点正按照确定的“时间表”
加快推进。调研组详细了解东台融媒体中心建设情
况，希望我市抓住机遇分步实施，创新推进媒体融合，
抢占宣传高地，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调研组还走进五烈镇文化园，实地了解弘扬红色
文化工作情况。

盐城市委宣传部来东调研

记者 张一峰

“医德医术赛华佗 心热似火如家人”。近日，患者
王先生将这面锦旗送到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人民医
院内一科，感谢援陕医疗专家——东台市人民医院呼
吸内科副主任医师姚俊的精湛治疗和医护人员的优
质服务。

王先生6年前胸部CT显示：肺部肿块影，考虑肺
部占位病变。一年前出现间断性咳血，曾在西安某医
院住院治疗，考虑该部位经皮肺活检难度大，患者及
家属再三考虑损伤大未作进一步治疗。今年4月，王
先生再次出现咳血，呈鲜红色，量约200毫升，遂来耀
州区人民医院呼吸科住院治疗。姚俊详细询问病史
和查体后，决定在CT引导下对该患者施行经皮肺活
检术。征得家属同意后，他与CT室协商术中有关注
意事项，最终成功取得标本，进行了明确诊断，排除了
肺部占位病变的可能，使患者及家属埋藏在心里多年
的阴影终于烟消云散。

记者了解到，姚俊是去年10月市人民医院对口支
援单位——耀州区人民医院的6名专家之一。他定期
向医护人员传授相关专业知识和新技能，特别是规范
呼吸科病种的诊疗。在他的带动下，耀州区人民医院
现在已经能够顺利开展肺功能检测、经皮肺活检、胸
膜疾病诊治等业务，特别是无痛支气管镜的使用更是
填补了铜川地区在这项技术上的空白。

东台医生耀州施术
多年担忧烟消云散

本报讯（记者 张一峰 通讯员 王国均）6 月 9
日，市委统战部开展“不忘侨初心、建功新时代”主题
活动，来自全市不同行业20多名侨眷代表一致表示，
要凝聚共识彰显新作为，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多作贡
献。

座谈会上大家一致认为，侨初心的内涵就是要听
党话跟党走，就是要爱国奉献，要向各自在海外的亲
属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当天，侨眷们参观了华侨文化交流基地、梁垛镇
卢秉枢故居和三仓镇新四军一师纪念馆。卢秉枢是
抗战时期中国驻菲律宾总领馆主事，为保护中国侨民
撤退而英勇就义，大家为卢秉枢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
和爱国情怀深深感动。在三仓镇新四军一师纪念馆，
侨眷们追忆了粟裕当年率领新四军一师在东台艰苦
抗战的峥嵘岁月，追忆开国将领的丰功伟绩。

全市侨眷凝聚共识：

不忘侨初心 建功新时代
本报讯（记者 张一峰）6

月1日和7日，磊达钢帘线四分
厂一号生产线粗中拉设备和涂
铜工段全部设备相继一次性投
产成功。一卷卷黄铜丝陆续下
线，一张张笑脸洋溢着收获的
喜悦。

四分厂是磊达适应帘线、
胎圈钢丝、胶管钢丝市场需求
激增的形势新投产的生产车
间，共投入4亿元，采购智能化
程度高、性能优越、技术成熟的
设备，新上前后道生产线。此
次投产运营的涂铜工段投资近
亿元，日产黄铜丝60吨，为磊达
钢帘线增加年产能超过 1.8 万
吨。该工段除满足生产钢帘线
所需的黄铜丝外，可兼容胶管钢
丝和胎圈钢丝生产，适应了磊
达钢帘线不断扩张的需求。

不断加大投入，不断添置
新的设备，不断提升产品质量，
吸引了杭州中策、陕西延长以

及山东等地的数十家国内知名轮胎企业向磊达钢帘
线公司追加订单。过去的三个月，磊达钢帘线月发货
超6000吨，销量同比猛增30%。

磊达钢帘线公司副总经理徐唯表示，本月将抓住
四分厂新生产线投产契机，巩固现有销售市场，进一
步提升产能和产品质量，确保比去年同期销售增长
40%以上，提前实现“双过半”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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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戴海波）6月 11日下午，市委书记
陈卫红带领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实地检查河长制落实
情况。她强调，要认真贯彻中央和省市委决策部署，
聚焦重点问题，坚持标本兼治，全面深化河长制工作，
狠抓河道“三乱”治理，加快河道生态环境修复，努力
打造河长制样本河道和生态示范河道。

泰东河饮用水源环境保护既是一项重大民生工
作，也是重点生态保护工程。在五烈镇东广路泰东河
桥下，原先的砂石场等建筑被拆除清场已基本复耕到
位。陈卫红实地察看饮用水源地保护情况，听取相关
工作汇报，要求全力做好河道沿线“三乱”整治，进一
步完善土地复耕和绿化栽植，切实保护饮用水源地环
境。川东港影响处理完善工程对提升沿线镇区防洪
排涝能力，改善区域内河道水环境具有重要作用。在
城东新区红星河北闸站施工现场，陈卫红详细了解工

程进展、具体功能等，要求施工单位在确保安全和质
量的同时，加快工程建设进度，力争早日建成发挥作
用。东台河是堤东灌区引排骨干河道之一，去年 10
月启动实施东台河整治工程，有效改善了流域水环
境，提升了通航能力。在头灶镇华大桥，陈卫红与
有关镇和部门负责同志深入交流，询问河道整治后污
水治理、生态修复、水质改善等情况，并走进邻近的微
动力生活污水处理站，详细了解污水处理站建设和运
行状况，要求大力推广微动力生活污水处理，切实加
快河道生态环境修复。

陈卫红指出，全面推行河长制是落实绿色发展理
念、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各镇区、各有关
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把治水护水作为贯彻新思
想新理念的重要举措，细化落实“一河一策”方案，推
动河长制工作落到实处，为建设“强富美高”新东台打

下坚实基础。要强化问题导向，坚持标本兼治、精准
施策，一方面聚焦黑臭水体治理、水质达标等重点，统
筹推进水资源保护、水污染防治、水环境治理和水生
态修复，通过实施水利工程、强化联合执法等手段，推
动全市水环境根本好转，实现“河畅、水清、岸绿、景
美”目标。另一方面建立健全水环境风险预警机制，
因地制宜建设亲水生态岸线，持续推进水美乡村建
设，致力打造整洁优美、水清岸绿的河湖水环境。要
落实责任主体，各级河长要承担起河道的管理、保护、
治理责任，全力抓好各项整治任务的落实。各相关部
门要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
局。新闻媒体要加大宣传力度，推动全民参与，营造
全社会爱河、护河的浓厚氛围。

市委常委金学宏、副市长孙燕春参加活动。

陈卫红检查河长制工作时强调

标本兼治打好碧水保卫战
精准施策持续改善水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