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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张佳）连日来，市城管
局组织开展“清靓”行动，着力做好
城市道路大清扫、“城市家具”大清
洗、市容环境大清理三项重点任务。

该局坚持问题导向，高质量、高
标准整治违规、私设广告店牌，持

续发力规范出店经营，严加看管、
科学疏导流动摊点，从严执法、遏
制新增违建。加大主次干道清洗、
公厕河道养护、垃圾清运频次，清
洁城市“面子”“里子”。开展路灯
亮化大检修，确保扮靓城市夜景，

营造喜庆节日氛围。公共停车场
明确专人值守，智能设备正常运
行，保证节日期间交通秩序安全畅
通。通过一系列举措，进一步提升
市容市貌品质，以干净、整洁、有序
的市容环境迎接“双节”。

市城管局开展“清靓”行动喜迎“双节”

本报讯（韩思东 余
卫成）近日，随着新曹、海
堤两个村经营收入分别实
现16.27万元、25.85万元，
至此弶港镇 10 个经济薄
弱村全面完成脱薄任务，
全镇 20 个村居实现集体
经 营 性 收 入 1713.98 万
元，村平逾 80 万元，达
85.7万元。

去年以来，该镇围绕

培育薄弱村“自我造血”
功能，建立增收长效机
制，从盘活存量资源资
产入手，将整合的零星
隙地、破旧地段以及拾
边地收归集体经营，扩
大 了 土 地 资 源 增 值 空
间；进一步规范承包合
同，修订经营期限过长、
价格过低条款，从而保
证存量资源收入有合理

的增长预期。新曹村将
撤并的原花舍村村部及
大会堂进行整修发包，
仅此一项每年可获得租
金收入 7万元。

结合各类项目工程的
推进实施，培植集体经济
新增长点。中来、新海等
村抓住 344 国道建设契
机，把做路取土形成的洼
地整理成淡水养殖塘，新

增发包水面53亩，年均增
加收入2.76 万元；通过实
施国土减量化项目复垦还
田351.70 亩，获得奖补资
金532万元，其中36亩整
理发包后每年又增加经营
性收入 2.16 万元。前哨
村复垦土地达70多亩，一
次性增加集体积累120多
万元；结合农村公路提档
升级工程，收回路旁林地

集体经营权，同时将闭
户、五保户的承包地根据
互相协商逐步回归集体经
营，去年以来共发包 80
亩，年均增加集体收入
7.72万元。

大力发展特色产业，
拓 宽 集 体 收 入 增 长 渠
道。新曹村与浩瑞生物
公司签订甜叶菊销售合
同，今年流转土地 78 亩

集体试种甜叶菊，新增收
入 11 万元。海堤村承接
镇螃蟹场服务管理，每年
取 得 服 务 费 收 入 20 万
元。八里等村利用新建
村部的道口优势，积极发
展物业项目，新建出租屋
和农副产品交易中心，构
建集体经济增长长效机
制。

弶港镇脱薄强村措施实见效快

唐洋镇结合创文专项行动，对镇主要节点、街道进行全天候保洁。同时组织人员分组到村到点督查，从严从
细，强化考核，集镇形象不断提升。图为航拍下的幸福路及高楼林立的新集镇。 记者 张莉琳 摄

本报讯（何国庭）9月
6 日上午，五烈镇组织部
分市、镇人大代表走进五
烈镇学校开展视察活动。

五烈镇学校始创于
1958年。2014年8月，五
烈镇中学与五烈镇小学合
并为九年一贯制学校，推
行幼儿园、小学、初中到
社区教育一体化管理。近
年来，该校强化品牌建
设，教育教学质量不断提
升，先后多次在盐城市教
育系统教育教学工作考评
中获奖，去年获得省平安

学校、全省初中以及小学
教学工作进位争先单位；
中考跨入盐城市农村学校
前十强；幼儿园通过省优
质幼儿园复审验收；社区
教育中心创成省级社区教
育特色品牌。

活动中，人大代表们
实地察看五烈镇学校校园
环境、教学设施、功能室、
学校食堂等，并听取学校
发展历史、现状及规划等
介绍。代表们对五烈镇学
校的各项工作给予充分肯
定，并提出意见和建议。

五烈镇组织人大代表
视察教育教学工作

9 月 9 日,东台镇 30 名省、市、镇人大代表先后视察了
四灶、海丰小学等，对其优质教学理念和高效管理方法
给予充分肯定。同时希望学校进一步提升教育管理质
量，为促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再书新华章。 邹鹏安 摄

本报讯（记者 张晨 通讯员 胡
朝阳 陈丽娟）为进一步提升总工会
干部业务水平，推动工会工作创新
发展，日前，市总工会组织全市部分
基层工会干部到苏州大学接受培
训。

培训重点围绕《习近平治国理
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如何推
进“职工之家建设”》《运用法治思
维，推进工会法律维权服务工作》
《劳动关系之认定（非典型劳动关系
之判定）》等内容展开。

互动环节中，学员们纷纷表示，
培训涉及面广、内容丰富、实用性
强，有助于大家真正掌握具有实际
操作性的理论和业务知识，更好地
服务于全市广大职工。

市总工会举办

工会干部培训班

本报讯（沈鹏 朱霆）9
月 9日，梁垛镇召开庆祝
第35个教师节座谈会，进
一步弘扬尊师重教好风
尚，激励全社会关心支持
教育事业发展。

会上，突出新时代文
明实践内涵，邀请全镇中

小学校的部分优秀教师分
享各自潜心教书育人的故
事。同时，表彰了全镇在
2018至 2019学年度教育
工作中取得优异成绩的7
名优秀班主任、25名先进
工作者。

梁垛镇表彰
优秀教育工作者

（上接第一版）保证了稻米品质更加
绿色安全，口感清甜软糯。“稻花香
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在这里成
为现实。

基地投资方上海自在源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负责人介绍说，如今整个
青西莲湖全部实行有机化种植，上海
第一块百分百减药减肥的试点农田
就在这里。结合蛙稻米主题，公司还
研发了糙米茶、绿色粥米、酸奶米
糊、古法本酒等多款深加工产品，大
大提升了品牌附加值。

不仅如此，茭白、红柚、蓝莓、铁
皮石斛、莲藕等多个市场潜力大、区
域特色明显、附加值高的主导产业，
也在莲湖生了根。与之相关联的茭
白叶编结、欣耕工坊、茶文化、手工
艺等一批传统文化类、创业类、手工
艺类项目也有了大展拳脚的舞台，成
为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新途径。此
外，莲湖村与自在青西、蛙稻米、优
禾谷、弘阳农业、叮咚买菜等25家大
型农业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合
作，开展线上线下多渠道销售农产
品，受到了市场的广泛青睐。

“这几年，我们坚持以农为本、以
农促游，探索打造‘美丽乡村+生态
社区+特色产业’的田园综合体，初
步实现了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
赢。”莲湖村党总支书记周红萍表
示，今后，他们将重点建设亲子田园
文化主题线路，进一步推动“村园联

动”发展，实现美丽风景到美丽经济
的跃升，让莲湖村成为全市乡村振兴
示范村中的核心村，让绿水青山成为
强村富民的金山银山。

“东方威尼斯”朱家角、“江南第
一桥乡”金泽……青浦有很多江南文
化的“品牌 IP”，如何利用好已有

“IP”、打造新的“IP”是青浦区文化旅
游部门持续思考的问题。在《青浦区全
域旅游发展总体规划（2018-2035）》
中，青浦区以生态为基、文化为魂，
聚焦“品牌 IP”打造，建设集人文历
史体验、水乡度假休闲、商务会展交
流、运动健康养生等于一体的高品质
全域旅游目的地。这份规划划定了

“一城两翼”的旅游总体空间结构，
在此基础上形成“一带一廊、一圈一
核、三大组团”的总体旅游空间格
局。

推进全域旅游，青浦区把发力点
更多地聚焦在发展乡村旅游上。乡
村旅游已成为该区农村发展、农业转
型、农民致富的重要渠道，以及推动
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在编制全域
旅游规划时，青浦也非常注重旅游规
划和土地利用规划、城乡规划、基础
设施专项规划等相衔接，努力让旅游
发展和乡村振兴互补双赢。

民宿产业是旅游和乡村振兴的
重要结合点。青浦区文化和旅游局
深入村、户调查摸底，并专门赴浙江
乌镇、金山区等地学习取经，出台

《青浦区关于促进民宿业发展的指导
意见》。目前，青浦正稳步推动特色
民宿产业发展，引入成熟的民宿管理
平台，重点在淀山湖地区打造民宿品
牌。

为促进文旅体繁荣发展，今年，
青浦区将探索合作建设江南文化研
究青浦基地，加快推进文化发展三年
行动计划，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多元化
供给、社会化管理、专业化运营，办
好重大文化活动，积极打造青浦文化
品牌。同时，深化全域旅游创建，发
展竞技体育和品牌赛事，积极开展全
民健身运动，推动会商文旅体农融合
发展。

记者感言：旅游是载体，文化是
灵魂。近年来，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
发展，已成为一个地方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引
擎。青浦区朱家角镇推进古镇旅游
开发，金泽镇莲湖村打响生态旅游
牌，均凸显了“把根留住、传承创新”
的理念和思路。东台同样具有厚重
的人文历史和独特的生态资源，近年
来全域旅游发展风生水起，景区功能
品质和品牌影响力显著提升。如何
进一步深挖人文“富矿”，擦亮旅游
名片？我们要借鉴青浦的经验做法，
因地制宜拿出更加有效的举措，全力
叫响东台文化旅游品牌。

本报讯（朱铭）日前，东台鱼汤
面亮相“水韵江苏、相约澳门”江苏
文化嘉年华活动，备受好评。

据悉，“水韵江苏、相约澳门”江
苏文化嘉年华活动由省人民政府、
澳门江苏联谊会主办，省文化和旅
游厅承办，于9月6日至8日在澳门
金光会展中心举办。江苏特色美食
集中赴澳推广参展，旨在集中展示
江苏美食文化和传统特色小吃，扩
大江苏旅游重要吸引物的知名度和
美誉度，突出文化性、历史性、独特
性、地方性和代表性。

我市十大文化名片“东台鱼汤
面”，经层层筛选和审核把关，作为
代表盐城市品牌旅游企业特色美食
赴澳参展，东台鱼汤面旗舰店派出
大厨组队，精心准备，超前对接。原
汁原味营养丰富的东台鱼汤面赢得
了青睐，成为了澳门同胞近距离了
解江苏、品味江苏的一扇窗。

“东台鱼汤面”

赴澳门参展

按照全省统一部署，
定于2019年 9月 18日 10
时至10时 19分在市区试
鸣防空警报。

防空警报信号规定如
下：预先警报，鸣 36秒停
24秒，反复3遍，3分钟为
一个周期；空袭警报，鸣6
秒停6秒，反复15遍，3分
钟为一个周期；解除警

报，连续长鸣 3分钟。警
报信号之间间隔为 5 分
钟。

防空警报试鸣期间，
将组织防空防灾疏散演
练，请广大市民保持正常
的工作和生活秩序。

特此通告。
东台市人民政府

2019年9月10日

东台市人民政府
关于防空警报试鸣通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