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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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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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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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详情请扫二维码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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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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东台经济开发区江苏东台经济开发区20202020年服务就业创业招聘会年服务就业创业招聘会

近日，我市谢小进当
选第六届盐城市道德模
范。谢小进，安丰镇通榆
村村民。1 月 7 日下午 4
点20分左右，谢小进从安
丰小学接孩子放学后，经
过该镇东淘水街，偶遇突
发事故。他跳进冰冷的河
水中，用 120 秒完成救人
壮举。

面对见义勇为，他们
说：找到你、点赞你

1月7日下午4：20分
左右，在安丰小学附近的
东陶水街，发生了惊险的
一幕……一辆白色轿车突
然撞断河边的栏杆，冲进
河里，并渐渐下沉。据目
击者说，车上除了一位开
车的女司机外，还有几个
小孩。

当时，周围群众有的
慌乱地大声呼喊救人，有
的绕过河边的小桥到离出
事地点最近的岸边试图救
人，没有人敢直接下水。
就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
只见一个男子边跑边脱去
身上的羽绒服，然后纵身

一跃，跳进冰冷的
河水中。他想办
法打开后车门，将
吓得缩在后车座
的一位小孩抱出
来，在岸边人的帮

助下，将小孩救上岸。然
后是第二个、第三个……
当他把四个孩子和司机救
上岸时，汽车也完全沉没
了。

男子上岸后，冻得浑
身发抖，但此时的他仍未
忘记问周围的人，是不是
还有人没救上来？在得到

“没有了”的回答后，他让
惊魂未定的司机赶紧带孩
子们回去换衣服，自己也
开车离开。

见义勇为的人是谁？
东台人的朋友圈不断转发
他救人的视频，终于，有
网友认出视频中的人是安
丰镇通榆村村民谢小进。

面对惊险瞬间，他说：
人命关天，刻不容缓

谢小进，今年 41 岁，
从事个体运输已有 10 多
年。面对自己120秒生死
抢救的壮举，谢小进说，
他当时没有时间也想不了
太多。人命关天，他只怕
自己来不及救人。

郑晓丹，也就是被救
女司机和她的家人非常感

激谢小进，因为他不仅仅
救起了五条生命，更是挽
救了几个家庭。郑晓丹是
浙江人，跟随姐姐、姐夫
到安丰义乌小商品市场已
有八九年了。当天下午，
她开车接孩子回家，当时
车上的四个小孩分别是她
11岁的双胞胎儿子，邻居
家 8岁的女儿，还有姐姐
3岁的孙女。因为她不小
心把前进挡挂成倒车挡，
汽车撞断了河边栏杆，冲
进河中。出事的那一刻，
她吓坏了，不知该如何是
好。如果不是谢小进，后
果真是不堪设想。她说劫
后余生，她也要存好心、
学好人、做好事，照亮别
人、温暖他人。

面对身边好人，他们
说：最美小伙 实至名归

谢小进救人事件经媒
体不断发酵后，在安丰镇
引发轰动效应，人们争相
传颂谢小进英勇救人的事
迹，熟悉他的人更是不住
地夸赞:“小进平时就是
个热心人！”

64 岁的邻居刘昌琴
介绍，2016 年 11 月的一
天，她爬在梯子上打扫卫
生，不慎跌倒，双腿骨折
外露，血流不止，动弹不
得。当时家中只有 80 多

岁的婆婆。她赶紧叫婆婆
找人打电话给谢小进，请
他帮忙送自己去医院。当
时谢小进正在送孩子上学
的路上，并且已与一老板
联系好，送完孩子就去帮
忙装货送货。接到电话
后，他赶紧和老板打招
呼，说明情况，并承诺损
失由自己补偿。随后赶到
刘昌琴家，将她送到医院
抢救。事后，他不但没有
接受刘昌琴的任何感谢，
还拎了大包小包的水果、
营养品前去看望。

前年，谢小进的堂兄
谢瑞华不幸患肝癌，让本
就不宽裕的家境雪上加
霜。谢小进召集同学、朋
友，筹款 4万多元为他治
病。堂兄在扬州治疗期
间，谢小进经常往返探
望。村民们都说，平时在
村里，谁家有什么事，他
都热心帮忙。关键时候见
义勇为也就不奇怪了。

2月 26 日，由中央宣
传部、中央文明办主办的
中国文明网发布了1月份

“中国好人榜”，安丰镇通
榆村青年谢小进在生死两
分钟里，奋不顾身跳河连
救五名落水者，当选2019
年 1月见义勇为类“中国
好人”！

“见义勇为”道德模范谢小进

寒冬暖流 英雄本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