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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金向红 张荣俊）春节将
至，东台镇水务站多措并举，抓好抓
实节前安全生产。

该站对全镇180公里供水主管
道加大巡查频次，防冻裂、防施工损
坏，一旦发现故障及时报修，确保群
众节日期间生活用水安全。落实专
人对全镇100多处水利工程设施进
行安全检查，签订安全管护责任，对
在建的 5处河道疏浚工程，跟踪安
全、质量监管，确保施工安全。加强
水环境整治管理人员的安全意识教
育，严格要求保洁人员水上操作时
穿戴好救生衣，垃圾运输车辆驾驶
人员穿戴好安全标志服。组织开展
公共场所安全检查，对站属台城、四
灶、城东、范公、海丰等五处办公旧
址，进行防盗、用电检查。同时加强
全站职工廉政风险和安全出行教
育，过一个安全节俭、欢乐祥和的新
春佳节。

东台镇水务站
多措并举保安全

记者 张莉琳

“这条河两边将来要
统一绿化加固驳岸形成风
光带。”唐洋镇郭沙村党
总支书记符东对未来河道
的管护充满信心，将来集
体出资放鱼苗，以鱼养
河，有利于河道水草的减
少，还能提升河水水质，
为生态景观添光加彩。

每周一次、一次四个
小时的巡河已成为符东生
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看到它干干净净心里就舒
服。”

利用网簖捕鱼会造成

流水堵塞发生恶臭。符东
多次登门耐心做好思想工
作帮助他们跑上跑下争取
政策补贴。最终，五户人
家清除了全部的网簖。每
逢提到这件事情，附近居
民都竖起大拇指：他用心
了！因为网簖清除了，河
里水质提升了，多年不见
的河虾、河蚌又在这里安
了家。

符东既是整治河道的
宣传者，也是整治河道的
践行者。天气炎热之时蚊
虫肆虐，有人反映河坡上
有倒树，影响了河水的流
动，他二话没说拿上锯子
赶到了现场，脱了衣物就

跳进了河里，锯断倒树再
把树拖到岸上。

符东做事雷厉风行，从
不犹豫，这是村里人对他的
一致评价。 前段时间，河
里都是水葫芦，他带领全体
村组干部用一周时间清理
干净，郭沙二组废沟塘各类
杂物堆积，他说干就干，如
今废沟塘变成养鱼塘。 去
年10月初，他在新储河捞
水葫芦，因小船不慎侧翻整

个人掉进河里，上岸后他却
笑了笑说，这是让我闻闻咱
们整治后的河水好不好闻
呢。

符东说，治河不能等，
要抓早抓小，发现问题及
时解决，时间久了，河水
水质就被影响了。管护也
要常态化，他与人签订管
护合同，专职清理河面垃
圾、漂浮物，一旦有问题
第一时间通知他。

符东：治水护水我先行

本报讯（记者 张晨）
近日，省红十字会、省教
育厅公示第六批红十字
示范学校评选结果，我市
实验中学教育集团城东
分校榜上有名。

此次评选全省共有
98所学校参与申报。城
东分校于去年底与市红
十字会达成合作，签订了

“大病大家帮”公约，该
公约充分发挥互助互济
机制的补充救助作用，帮
助校内全体教职工大病

患者减轻家庭经济负担，
全校教职工全部签约。

据了解，该公约以集
资的形式保障爱心救助
的运行。学校成立了“大
病大家帮”工作领导小
组，负责组织实施、鉴定
确认等各项工作，统筹协
调全体签约人员对患有
心功能不全、脑中风后遗
症、癌症等八种大病的患
者进行一次性经济补助，
捐助总金额以及送达情
况将及时予以公示。

省红十字示范学校公示

实验中学城东
分校榜上有名

君安新材料公司控减锌合金生产规模，加大投入新上 PCM 家电彩涂钢板项目，产品应用于冰箱、冷柜、洗衣机等
家电产品。记者 戴海波 摄

本报讯（记者 顾敏 通讯员 丁
秀芹）市卫健委日前组织医务志愿
者冒着严寒到富安镇开展专家义
诊，助力健康促进，普及健康知识。

在活动现场，医务志愿者详细
询问群众的身体状况，耐心分析病
情讲解注意事项，认真解答群众关
于常见病、多发病的预防诊治及愈
后疑难问题。此次活动共计义诊
150 余人次，免费测血糖 150 余人
次，测血压200余人次，发放控盐勺
200余只、健康教育宣传资料300余
份。

近年来，市卫健委持续推动医
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促进优质医
疗资源下沉，在基层开展形式多样
的义诊活动及健康教育宣传活动，
每年开展送医下乡义诊咨询活动达
120余场次，邀请龙头医院专家进镇
入村开展健康面对面50余场、中医
村村行 100 余场、中医讲堂和健康
讲堂40余场。

医务志愿者
赴富安镇义诊

本报讯（记者 周洪
悦 通讯员 顾礼学 邢成
龙）1 月 10 日，安丰镇党
员干部冬训正式开班，该
镇党员干部围绕“学习新
思想、实干勇担当、建好
丰产方、发展高质量”目
标，进一步加强组织建
设，增强担当精神，把党

建丰产方与经济社会发展
融为一体，努力实现以党
建高质量推进安丰发展高
质量。

今年，安丰镇冬训发
挥叠加新优势，用好党建
丰产方创新工作法，不断
丰富和提升党建引领乡村
振兴之路。该镇把冬训冬

学与解决党员干部群众关
心的实际问题结合起来，
与组织开展献爱心、送温
暖和为民办实事结合起
来，通过集中冬训，不断
加强党员思想政治教育，
推动全镇基层党建工作，
切实提高党员干部队伍的
整体素质。同时进一步引

导基层党组织紧扣结构调
整、乡村振兴、三大攻坚
战等重大任务开展工作，
以高品格园区创塑年、高
品质新城提升年、高品位
古街培育年三个创建活动
为抓手，全力打造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崇文尚德
三大“丰产方”。

安丰镇党员冬训
聚力三大“丰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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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时将有领胜城科技、科森科技等83家企业提供管理、技术、操作等4453个岗位，欢迎广大求职

者积极参加。经济开发区人力资源市场常年为企业发布用工信息，为求职者提供就业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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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南沈灶镇兄弟服装厂车间内一片紧张有序
的忙碌景象，该厂与美国沙余公司达成长期合作，工
人正在加紧生产出口美国的清洁产品，力争在春节前
交货。记者 张晨 通讯员 徐良观 摄

梁垛镇小樊村月根苗木家庭农场充分利用 200 亩
名优苗木培育基地资源优势，积极发展林下经济，规
模化养殖生态散养草鸡2万余羽。 朱霆 摄

本报讯（记者 朱江 通讯员 曲
彩鑫）去年以来，市司法局大力引
导公证处参与工程招投标活动，切
实维护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招投标
双方合法权益，增强招投标活动公
信力。

该处在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开设服务窗口，指派公证员参与招
投标活动。招投标活动开始前，公
证处主动联系招标人及公共资源
服务中心，研讨相关程序、确定方
案。招标活动开始后，公证人员参
与到摇号、核对等环节，提供更具
体、更精准的服务。为解决评标办
法改进后易导致大量随机系数难
确定、当事人信任率低等问题，市
公证处专门定制摇号设备，大大提
升了当事人信任度。

公证为招投标
全面护航

本报讯（记者 陈美
林 通讯员 顾静萍 赵培
阳）1 月 8 日上午，时堰
镇五星村、红庄村、九龙
村分别召开村股份经济
合作社成立大会。自此，
该镇已有 8 个村成立了
股份经济合作社。

从去年 9 月下旬开
始，时堰镇全面推进农村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在村
居成立股份经济合作社，
把集体资金变股金，农民

变股民，享有集体股份份
额，享有管理集体资产权
利，享受集体股份分红。

股份经济合作社成立
后，各村居将把发展壮大
村集体经济作为核心任
务，抓住政策机遇，发挥地
域优势，不断创新经济发
展途径，通过采取资金入
股、土地入股、资产入股等
方式，增强股份经济合作
社运营能力，拓展农业产
业链，发展壮大集体经济。

时堰镇广泛建立
村居股份经济合作社

本报讯（王勇 罗诚）
在 1 月 12 日召开的全省
安康关爱行动总结表彰会
上，市老龄办荣获先进单
位，市老龄办副主任梅从

德荣获先进个人。
2019年，市老龄办按

照省市文件精神要求，全
力推进“安康关爱行动”
工作，发动基层老龄协会

会员，积极推动政府购买
托底、细化优化实施方
案、强化理赔服务，使“安
康关爱行动”真正成为党
和政府的暖心工程，真正

为全市老年人办实事、办
好事，先后共为14万名老
年人办理了意外伤害综合
保险，保费总额达 699.4
万元。

老龄办荣获省安康关爱行动先进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