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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 垛 镇 杰 佳 科 技 专 业 从 事 樱
花、红果冬青等高档花树规模种植
和中山杉育苗，年销售额可达 1000
万元，每亩利润达60万元。

记者 戴海波 摄

本报讯（高国富 张
冬方 夏素红）截至目前，
头灶镇已累计新办粮食种
植家庭农场52家，累计流
转土地8350亩，创成省级
示范家庭农场 1家，盐城
市级家庭示范农场 6家。
明年该镇计划再新办家庭
农场20家，新增土地成片
流转面积4000亩。

头灶镇陈章村一组村
民徐金官 2015 年经村干
部协调服务，将自家承包
土地全部流转给了大户种
植，流转金每亩 1000元，
于每年 10 月份兑现。今
年秋季，当徐金官和往年
一样取回 9630 元承包土
地流转金后，开心地再为
村干部点赞，说他们为老

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
近年来，头灶镇的大批

年轻人外出务工，在家务农
的农民基本都是50周岁以
上的中老年人。头灶镇宣
传引导农户自愿进行土地
有序流转，流出土地农户与
村签订承包土地流转合同，
土 地 流 转 金 每 亩 在
750-1000元之间，土地相

对集中后，村统一按招标程
序公开发包给能人大户，大
户再到工商部门申请新办
粮食种植家庭农场。家庭
农场成立后，由农场主机械
化耕作、规模化经营，不但
切实解决了老年人种不动
地的矛盾，而且保证了土地
流出户的利益收入，可谓是
一举多得。

头灶镇流转土地提高产出效益

本报讯（记者 周洪悦 通讯员
郝烨庆 吴斌）11 月 26 日，市委党
校机关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和入党
积极分子开展“初心之旅”主题党日
活动，深入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

在富腾中学的黄杨树旁，党员
们聆听“将军树”的故事。走进三仓
烈士陵园，在庄严的苏中人民抗日
烈士纪念碑前，大家肃立默哀、敬献
花篮，缅怀革命先烈。在“初心广
场”，全体党员神情庄重、精神饱
满，高举右拳，面向鲜红的党旗重
温入党誓词，铿锵有力的誓言响彻
整个广场。漫步在黄海森林红色
党建游步道上，大家接受着潜移默
化的党性教育，近距离感悟艰苦奋
斗、科学求真、守正创新、绿色发展
的黄海林工精神，纷纷表示一定要
守初心，努力在履行党校职能上有
新的作为。

党校开展初心
之旅主题活动

记者 周宴

在初冬阳光的映衬
下，五烈镇祁联村永忠河
宛如一条丝带延伸至南侧
的省级骨干河道蚌蜒河。

村党总支书记、总河
长刘剑翻开手机相册展示
清淤前的永忠河，黑褐色
的淤泥阻滞着河水的流
动。村里聘请专业的清淤
队伍整整工作半个月，才
初见成效。如今河水清澈
了，鱼虾也多了，每逢周
末，周边镇村甚至兴化的
人都跑这儿来钓鱼了。

一条河的美丽蜕变见
证了刘剑守护一方碧水的
艰辛努力。

五烈镇祁联村共有
20 个村民小组，河道 42
条。自河长制工作开展以
来，刘剑每周巡河 1次从
未间断，在农忙时节巡河
会更勤。对于治河他总结
出一条经验，就是夏天必
须清淤活水。

每年 5 月到 10 月是
水草生长的旺盛期。祁联
村地处堤西地区，地势低
洼，河水容易发臭。刘剑
结合突击月检查，组织人
力物力对河道开展集中清
淤。除此之外，刘剑还特
别注意河道周边环境的保
持，实行全覆盖巡查，严
禁村民沿河乱倒垃圾。他
结合垃圾分类工作，在村

庄设立垃圾回收点，减少
村民乱丢垃圾的现象。

治好、护好村里这42
条河道并非一日之功，必
须坚持长效管护。刘剑结
合本村实际，组织 9名村
组干部分片区分批次全时
段做好河面河岸保洁工
作，加强日常监督巡查。
河岸一旦发现垃圾，在第
一时间督促保洁人员处理
污染物，对通往外河的17
个出口进行拦截，控制外
来水生杂草的流入。

村里共安排落实4名
河道保洁员，均签订长年
保洁合同，制定严格的奖
惩制度，一年下来总分评
为优秀将有年终奖励，不
合格的直接取消次年保洁
资格。

同样，作为村里总河
长也有考核。五烈镇每年
都会对各村的河道保洁工
作进行排名。“我们村每
年都在前两名。”刘剑骄
傲地说。

刘剑：

清淤活水护河道

三仓镇占上光电科技专门从事各类电子线材生产加工，产品广泛应用于打印机、复印机、绘图仪等电子产品的信
号传输，主要供应三星、海信、飞利浦、现代等知名企业。该项目 3 月份进行试生产，目前已形成开票销售近 3000 万
元。 记者 戴海波 摄

12 月 1 日，我市第十二届会计文化节在黄海森林
公园多功能会议中心举办。本次文化节由江苏中信
仁华会计事务所主办，以“爱·成长——我是幸福好会
计”为主题，税务部门以及相关财务软件人员作了业
务培训讲解。来自全市财会系统的 200 多名从业人员
参加活动。 如月 摄

本报讯（记者 张莉
琳 通讯员 潘荣华 王
美东）“资质动态核查能
够有效防范虚假承诺。”
11月 28日上午，在市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 3 号开
标大厅内，有185家投标
人报名参投的许河镇高
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开标
会 议 正 紧 张 有 序 地 进
行。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主要负责同志对招投
标法律法规知识进行了
解读，同时对业务进行了
辅导培训。

为规范限额以下工
程招标投标活动，更好地
服务市镇工程项目建设，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采
取以标代培的方式，边开
标边学习边培训，组织全
市招投标一条线人员学
习招投标相关法律法规，

熟悉招投标程序，强调开
评标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并交流探讨如何依法依
规、快捷高效地开展限额
以下 项目的招 投标工
作。对于这次培训活动
大家听得非常认真，饶有
兴致地观摩了开标评标
现场。大家表示，非常乐
于接受这种以标代培互
动交流的培训方式。

许河镇分管负责人
深有感触地说，资质动态
核查在工作中确实需要
加以关注。前不久，我们
登陆省建筑业监管信息
平台，就查证了一家施工
单位动态监管资质不合
格作为废标处理，维护了
招投标的公开、公平、公
正。

近期，这种培训活动
还将继续举行。

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以标代培

本报讯（记者 许翰
文 通讯员 张计玉）近
日，市人民法院在盐城中
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
破产审判工作情况及相
关典型案例。

近年来，市法院切实
将破产审判置于服务经
济新常态和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大局中谋划和开
展，通过审理企业破产案
件，化解产能过剩、清理
僵尸企业。积极推动法
院与政府建立协调机制，

着力解决破产程序启动
难问题，不断完善破产管
理人制度，加强破产管理
人监管工作。同时，建立
破产费用保障机制，简化
执转破案件审理程序，深
入推进破产审判组织建
设，打造了优质的破产法
治环境。

发布会上，该院还就
执行转破产工作中存在
的难题、加快僵尸企业清
理等回答了记者提问。

法院召开破产
审判新闻发布会

本报讯（记者 张一峰 通讯员
罗成 王勇）12月 2日，全市老龄宣
传工作暨第二十次老龄调研工作成
果交流会召开。会议提出，要顺应
老龄工作高质量发展新要求，提升
老龄工作主动宣传与舆论引导水
平，积极构建健康良好的养老、孝
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

过去一年中，我市启动实施人
口老龄化国情教育宣传，着力构建
全市老龄宣传立体化大格局，老龄
宣传调研工作成绩斐然。课题调研
成为党委政府开展工作的好参谋
好助手，呈现出专职老龄工作者专
题调研多、基层一线同志参与多、机
构改革形势调研选题多的喜人现
象，形成了一批有质量的调研成果，
多篇论文获省、市各级表彰。

此次会议收到58篇论文，大多
立意深、数据实、观念新、接地气，具
有较高参考价值。

老龄课题调研
呈现“三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