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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叶海慧 通讯员
吴亚萍）近日，市林业部门开展林业
知识专题培训，全面提升从业人员
专业素质。

培训班为期两天，学员们晚上
也不放过，全面系统地学习林业安
全、林业智慧检疫系统推广及产地
检疫、野生动物保护与湿地保护等
方面知识。培训班还详解了我市当
前林业工作重点等内容，组织参训
人员前往条子泥湿地、黄海森林公
园、大丰麋鹿园、盐城湿地珍禽自然
保护区等地开展现场教学。

林业人员
提升技能

本报讯（记者 周宴 通
讯员 施卫军）日前，盐城
市 人 大 常 委 会 公 布 了
2019年度“万名代表大走
访”主题实践活动先进集
体和先进个人，安丰镇人
大获评先进集体。

去年，安丰镇人大代
表聚焦富民、扶贫、解难三
大重点，深入基层走访群
众，面对面与选民交流。
每位市人大代表固定联系
选区一个村 5名群众，每
位镇人大代表联系本选区
10名群众，其中党员干部
代表额外挂钩一个村、联

系一个企业、帮扶一户低
收入农户，每位镇人大主
席团成员联系 5名代表。
做到“三个一”全程记录，
即每位代表发放一本《履
职手册》，每走访一户填写
一张基本情况表，每次走
访填写一份走访回执表，
全程记录群众的基本情况
和主要诉求。

走访过程中，该镇人
大了解到镇中心卫生院搬
迁后，衍生出古街区居民
看病难矛盾，迅速转交镇
政府办理，镇政府当即特
事特办，落实选址、报批、

设计和招标施工等事项，
新建成一个标准化诊所，
方便了群众就近就医。会
同镇人社部门创新用工模
式，成功引导400多名“妈
妈工”入企务工。对 882
户帮扶对象展开拉网式调
查，全镇低收入农户全部
脱贫。

安丰镇去年新建红
安、洋洼、跃进和东风4个
人大代表工作站，实现了
人大代表工作载体建设全
覆盖。坚持每月 20 号的
联系接待选民制度和每季
一次的代表小组活动制

度，实行入户走访和开门
接待相结合。在人大代表
中开展以比学习、比履职、
比奉献、树形象为主题的

“三比一树”履职竞赛活
动，每季度进行一次集中交
流，年终进行一次总结考核
评比，在下年度年初人代会
预备会上进行表彰。

去年，该镇人大代表
共走访群众 450 户，其中
低收入农户 180 户，排查
出与群众生产生活等密切
相关问题21类，收集意见
建议 228 条，分别进行交
办落实。

安丰镇人大代表大走访有亮点

本报讯（万振宇 朱
霆）1月 11日，梁垛镇党
委、纪委利用党员干部冬
训班，组织镇村党员干部
签订镇村党员干部作风
建设“十个严禁”承诺，
参观廉政文化书画展。

进入新年以来，该镇
突出从头从严抓实党风
廉政建设，综合运用公开
承诺、检查督导、谈心谈
话、述职评议等方式，推
动责任落实和压力层层
传导。注重突出问题导

向，健全作风建设常态长
效机制，建立工作目标承
诺、工作任务清单、重点
工作督办交办、重点工作
季度考核等制度。持续
加大对贯彻落实中央八
项规定、省市有关实施细
则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力度，继续开展“正风肃
纪看机关”“正风肃纪镇
村行”和廉政风险点专项
排查活动，营造风清气
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氛
围。

梁垛镇从严抓实
党风廉政建设

1月13日，腊月十九，年货市场日趋红火，市民们纷纷购买红“福”字、中国结、对联等，喜迎新春佳节到来。
练益华 摄

本报讯（记者 班雪凡 通讯员
万平平）近日，三仓中学举办的优质
课竞赛进一步推动了“让学引思，以
学论教”的课堂教学改革。

竞赛中，老师们同组研讨，精心
制作课件，从多角度探索构架真实、
有效课堂的方式方法，创造性地运
用教材与其他课程资源，创设教学
情境。以学生为主体，大胆地把课
堂交给学生，在老师的引导下，同学
们合作学习的效果明显增加。

此次优质课竞赛为该校教师提
供了一个挖掘潜能、展现风采、超越
自我的机会，也为其他教师创设了
观摩学习、博采众长、研讨交流的互
动平台。

仓中优质课
竞赛促教学

本报讯（本报综合报
道）连日来，全市各部门
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十四
届八次全会精神，接轨示
范区、对标试点区，树立
新追求、瞄准新目标，以
系统思维做好今年各项
工作，确保如期建成群众
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高水平全面小康社会。

市发改委提出，要坚
持把壮大战略性新兴产
业作为优化产业结构的
重要抓手，积极建设以电
子信息、装备制造、新材
料为支柱，半导体、机器

人为前沿，新能源为特色
的新兴产业体系。精准
锁定重点区域、重点产
业、重点对象，以上海、深
圳、苏州为主战场，紧盯
上市公司、大型民企、外
资企业，全力招引一批10
亿元以上产业链项目、30
亿元以上龙头型项目，力
争突破 50 亿元以上重特
大项目。实施百家智能
企业、百家企业技改培育
工程，实施科技企业“小
升高”计划和中小企业创
新工程，引导小微企业向

“专精特新”发展。精心

组织“接轨上海活动周”
等系列活动，招引行业领
军企业在我市布局生产
基地。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将围绕市委、市政府重
点工作抓落实，构建我市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促进
全市域多规融合、统筹协
调，为全市“两重一实”项
目 提 供 用 地 空 间 和 保
障。编制主城区规划及
泰东河以南概念设计，为

“大市区”“城市南延”“高
铁组团”等发展宏图提供
符合现代化沿海城市的

规划设计。弘扬黄海林
工精神，强化林业、湿地
和海洋生态保护工作。
既要充分利用好资源推
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又
要落实保护政策，营造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环境。

市交通运输局突出
围绕“一个枢纽、两个覆
盖、三个通联”的奋斗目
标，做好补短板、抓配套，
聚焦高速、高铁、国省干
线等重点交通工程建设，
抓好盐通高铁、高铁站建
设、综合枢纽建设、北海
路下穿工程、东兴高速、

229 省道、352 西段等项
目建设，推动综合交通枢
纽体系加快建设。强服
务、调结构，打造“绿色”

“智慧”交通，推动物流业
发展，助推运输业高质量
发展。惠民生、抓规范，
提升城乡客运一体化水
平，让老百姓共享交通工
程建设成果。

市法院党组（扩大）
会议提出，全院上下要进
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提升
履职水平。聚焦主责主
业，服务发展大局，着力
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

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促 进 民 营 经 济 健 康 发
展。深化“平安东台”建
设，严惩涉黑涉恶犯罪行
为。深化“一站式”多元
解纷机制建设，推动市域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全力深化司法改
革，大力推进繁简分流，
提升“一庭结案率”，切实
解决速裁案件“办不快”
难题。积极参与长三角
区域生态环境司法协作，
依法妥善审理各类环境
资源案件。

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全会精神

1 月 13 日，浓雾笼罩东台，多数地段能见度不足 50
米。市民生公交公司驾驶员克服困难提前到岗，所有
班次正点运行。练益华 摄

本报讯（万爱群）连日来，市堤
东灌区管理处抽调以富安抽水站职
工为主的精干力量，克服连日阴雨、
道路泥泞、施工场地狭小的困难，采
用人挑、肩扛的土办法，突击三天完
成了10台水泵的安装任务。

梁垛河疏浚整治是我市 2020
年度重点工程，市水务局将施工前
的排水任务落实给堤东灌区管理
处。目前水泵抽水正常，值班人员
24小时不间断守护，争取在近期排
除西段16公里约80万方河道积水。

堤东灌区管理处

为水利工程打前站

本报讯（记者 张莉
琳 通讯员 王阿林）连日
来，唐洋镇开展“清洁村
庄助力乡村振兴”突击行
动，进一步提升村容村

貌，迎接新春佳节。
该镇立足实际，合理

设定行动目标，科学界定
重点任务，利用广播、微
信公众号、标语、公告栏

等广泛宣传，倡导文明新
风，动员广大村民积极参
与，提高村民清洁卫生文
明意识。此次突击行动，
全镇出动1500多人次，对

村庄房前屋后、村巷村
道、河道河岸、内塘内沟、
畜禽粪便、乱堆乱放进行
了集中整治，取得明显成
效。

唐洋镇开展清洁村庄行动迎佳节

89517870 13291251334 18066159050张旭一 王昭阳

1月18日8:3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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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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韩桂生 夏素红）日前，
江苏启晶科技有限公司为头灶镇黄
尖村免费安装价值20万元的80盏
太阳能路灯，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一
道靓丽风景线，受到群众好评。

为进一步深化“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成果，加快新农村建
设步伐，黄尖村两委会一班人想方
设法、巧借外力，完善基础设施建
设，实施亮化工程。黄尖村共有19
个村民小组，总农户 1362 户，已与
启晶科技签订合作协议，力争用两
年时间把黄尖村打造成一流的“光
伏村”。目前，全村已有 41户农户
安装了光伏发电站。

黄尖村巧借外力
实施亮化工程

本报讯（记者 朱江
通讯员 徐诗漫）为积极
响应省厅“情暖民工”专
项行动，市司法局持续助
力农民工维权工作。

该局组织人民调解
员和村居法律顾问对拖
欠农民工工资问题进行
全方位拉网式摸底排查，
重点加大对企业园区、施
工场地的排查力度，准确
掌握欠薪问题，确保及时
将矛盾和纠纷解决在萌
芽状态。依托江苏省司
法一体化平台，引导当事
人通过网站免费在线申

请法律援助等事项，全部
操作在线完成，实现不见
面办理。

对公民法律援助申
请的审批等各类事项，尽
量缩短办结时间，实现承
诺办结时长比法定办结
时 长 至 少 缩 短 50% 以
上，尽早尽快帮助民工解
决问题。同时，依托媒
体，强化动态宣传，定期
推送劳动合同法、劳动仲
裁等与民工权益密切相
关的法律法规，组织村居
法律顾问为民工的法律
问题进行答疑解惑。

司法局力保
农民工不忧“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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