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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周洪
悦 通讯员 顾礼学 邢成
龙）近日，安丰镇组织党
建“丰产方”项目观摩。
该镇党委今年围绕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
乡村治理、生活富裕五个
方面，全面实施“党建丰
产方”项目，推动了全镇
重点工作稳步发展。上半
年，该镇完成地区生产总

值 25.06 亿元，同比增长
7.5%，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7135 万元，超额完成“双
过半”任务。全口径开票
销售 21.13 亿元，规上开
票销售10.07 亿元。完成
外贸进出口总额 4500 万
美元，增幅列全市第一。

党建“丰产方”是安丰
镇党委实施“党建领航”
行动，引领特色名镇高质

量发展的一个创举。该镇
党委确定“以党建高质量
引领发展高质量”核心目
标，经过试点先行、扩点
成线、全面推行。在“党
建丰产方”项目实施中，
安丰镇各基层党组织因地
制宜，村村有思路、家家
有新招，有效激活党员干
部的内生动力，进一步增
强发展意识、担当意识、

进取意识，重塑了新时期
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良好
形象。

观摩活动中，该镇党
员干部深入9个村10个党
建“丰产方”项目现场，听
介绍、看现场，互动学习交
流，纷纷表示要进一步深
耕细作党建“丰产方”，把
党建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
展的优势和动力。

安丰镇组织党建“丰产方”项目观摩

本报讯（王荣 朱霆）
日前，梁垛镇人大召开评议
基层服务单位工作会议，6
个评议调研组组长分别对
32个基层服务部门、单位
的工作情况做了调研工作
报告，与会的市镇人大代表
对基层服务部门、单位进行
满意度测评。

今年 4 月，该镇人大
启动视察评议基层服务单
位以来，参评的 32 个部
门、单位虚心接受评议，
做到以评议促进自身改进
服务方式，争创工作特
色，努力提高服务质量和
工作水平。不少部门、单
位认真整改问题，注重边
整边改，不断改进服务方
法，提升服务质量，为推
进梁垛高质量发展汇聚了

力量。
为确保镇人大视察评

议工作落到实处，该镇人
大在制定评议工作制度和
评分标准基础上，建立和
组织 6个调研小组，分别
到32个基层服务部门、单
位进行专题现场调研。通
过视察调研、座谈交流、
听取汇报和个别了解、征
求意见等方式，尽可能掌
握各基层服务单位的真实
情况，让评议更具针对
性。年底，该镇人大还将
继续组织人大代表对基层
服务部门、单位进行一次
视察评议活动，结合前期
评议工作和单位问题整
改、提高服务质效情况，
评比出“人民满意服务”，
予以表彰奖励。

梁垛镇人大评议
基层服务单位

本报讯（韩云祥 夏素红）
连日来，头灶镇针对农作物及
大棚受损等情况，及时组织农
技人员与镇村干部一道深入村
居田间地头，分类指导农户突
击清理内三墒，对排水不畅的
田块加深腰墒，增挖顺墒，对低
洼积水地块的外三沟组织劳力
进行疏浚清理，千方百计排涝
降渍。

受 9号台风“利奇马”带来
的暴风雨影响，头灶镇 2100 亩
玉米倒伏，205 亩大棚青椒受
灾。台风过后，农业保险人员
及时进行了现场查勘、拍照、登
记，大棚种植户自行组织劳力
及时修复损坏的大棚，对受损
棚架进行及时更换，对受损棚
膜进行重新购买覆盖。扶理被
暴风雨刮得东倒西歪的玉米等
农作物，对受损的农作物每亩
用 尿 素 15-20 斤 或 复 合 肥
20-30 斤进行灾伤补救，努力
把灾害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

到目前为止，全镇100亩大
棚修复到位，660亩倒伏玉米扶
理到位。

头灶镇台风

过后抢管忙

本报讯（陈琴 何国
庭）近日，五烈镇组织人
大代表专题视察全镇 33
个村居河道环境整治，并
进行了现场点评和测评打
分。

五烈镇共有市级河道
6 条、镇级河道 84 条，村
级河道544条。为切实加
强河道管理和保护，有效
保障水资源、水环境、水
生态安全，五烈镇在上个
月开展了以清理河道内

“乱占、乱建、乱排”为重
点内容的河道环境整治突
击月活动，各村居对照河
长制工作目标，精心组
织，全面开展河道“三乱”
整治，排查各类问题 670
件，整改611件，累计用工
9534 人次，动用机械 541
工时，河道整治工作取得
阶段性成效。同时，落实
了长效管护措施，进一步
提高河道管理水平和河道
保洁质量。

五烈镇人大代表
视察农村河道整治

本报讯（记者张莉琳 通讯
员徐文娟 周春兰）连日来，唐洋
镇组织部门深入村居、企业，对
今年拟入党对象逐一考察，听取
所在村及企业党员和群众、职工
代表对发展对象的意见反馈。

该镇严格按照入党相关要
求，严把党员结构、政治思想、
发展程序三个关口，建立健全
工作责任体系，从源头上加强
培养教育，将农村的能人大户、
企业的技术骨干吸纳为入党积
极分子，真正让各类人才汇聚
到党组织内。在实际操作中，
将政治标准放在首位，不定期
与入党对象接触谈心，随时掌
握思想动态。

唐洋镇

严把入党关

本报讯（记者 丁俊）近日，
全市“三农”工作法治培训开
班。

培训班邀请相关法律顾问
就“三农”工作中的相关法律法
规和执法中的相关问题进行了
专题辅导，帮助广大基层农业
行政执法人员全面加强依法行
政能力建设，善于运用法治思
维和法治方式推进“三农”工
作，自觉将涉农各项工作纳入
法治化轨道。

培训班要求，要严格执行
现行涉农法律法规，在规划编
制、项目安排、资金使用、监督
管理等方面提高规范化、制度
化、法治化水平。不断强化法
律在维护农民权益、规范市场
运行、农业支持保护、生态环境
治理、化解农村社会矛盾等方
面的权威地位。创新监管方
式，推动执法队伍整合。同时，
加大农村普法力度，提高农民
法治素养。

“三农”工作

法治培训开班

本报讯（记者 叶海
慧 通讯员 焦杰）近日，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召开

“百日行动”专题廉情分
析会，总结分析廉政风险
点及采取的防控措施，总
结“国土所长廉政讲坛”
中排查出的问题整改情
况。

会议要求，各单位要
充分借助此次廉情分析会
勇于揭短、红脸出汗，深
刻剖析问题原因、严格落

实整改责任。要做到即知
即改，对制定出的整改措
施尽快加以落实，力求排
查与整改同步发力，整出
实实在在的效果。各单位
主要负责人要充分履行

“一岗双责”，以“百日行
动”为契机，抓好系统内
制度建设，树立自然资源

“一盘棋”思想，引导年轻
同志提高业务能力和水
平，做自然资源管理的多
面手。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召开廉情分析会

记者 叶海慧
通讯员 王鑫 陆继军

“大家好，现在我们面
对的是一株紫薇，大家可
以先猜猜它的年龄。然后
扫一下，看看猜得对不
对。”

在新街镇生态苗木示
范园，猜树龄成了导游与
游客之间互动的一个小项
目。每当得知真实答案，

游客都惊异于这株紫薇相
当于爷爷辈的树龄。而透
露真实树龄的就是贴在树
上的二维码。

镇农技中心主任、方
东村党总支书记刘晓春
介绍，经常有江浙沪游客
到生态园区参观，但是如
何准确辨认出品种繁多
的树木和花草成了大问
题。为满足游客需求，新
街镇早前在微信公众号

上介绍现有苗木的品类、
历史渊源、名人吟诵诗
词 、适 应 区 域 、现 实 价
格、市场发展前景等内
容，如今又制作成二维码
标牌，将其贴在相应的苗
木上。游客通过手机扫
码就能直观了解树种名
称、属性等基本情况，另
外还有养护方法、生长习
性及价值等。现在，不用
依赖讲解员，游客就能在

偌大的树林里实现自助
游。

新街号称苗木之乡，
树木品种太多了，即使是
是本地人也不能悉数叫上
它们的名字。目前，生态
苗木示范园内各种树木都
带上了二维码标识。未
来，新街镇会在园区栽植
的各种珍稀花木上全部挂
上二维码。

苗木之乡生态游新玩法

巧借二维码实现自助游

今年以来，头灶镇建成 3 座微动力污水处理站并投
入运行，进一步提升全镇农村人居环境。图为华社区
微动力污水处理站。 记者 许翰文 摄

许小燕 杨亚芳 文/摄

8 月 12 日，东台义
工联组织青少年学生
到东台镇新兴社区汪
大爷家开展志愿服务
活动。

汪爷爷和王奶奶今
年都七十多岁了，没有
子女。看到孩子们进
屋，王奶奶脸上露出开
心的笑容，老人家眼睛

看不太清，但她却认真
询问着每个孩子的名
字。大家一进屋就热心
地为老人收拾，擦桌扫
地、择菜做饭。好几个
孩子是王奶奶的老朋友
了，大家见面就唠家常
讲笑话。

孩子们还带来了精
彩的文艺节目，大家与
王奶奶手拉手唱起了
《东方红》《我们是共产

主义接班人》等一首首
红歌，屋里欢声笑语、歌
声不断。

王奶奶说，市义工
联的志愿者们经常来看

她，不仅帮她洗衣做饭，
也给她带来了精神的慰
藉和快乐，让她感受到
了党和政府的关爱，感
受到了社会的温暖。

关爱空巢老人

志愿服务在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