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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周宴）8月10日下午，全市纪检监察
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学习贯彻盐城市上半年纪检监
察工作总结交流会和市委十四届九次全会精神，研究
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重点工作任务。市委常委、
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王爱军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要一以贯之强化政治监督，坚持把“两
个维护”作为根本政治责任，忠诚履职尽责，推动全市
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重点加强对“六稳”“六
保”、脱贫攻坚、安全生产、发展环境等工作的监督检
查，坚持严的主基调，深化作风建设，加强审查调查，
严惩腐败、形成震慑。协调联动抓实监督检查，高质
量推进巡察全覆盖，扎实做好巡视监督“后半篇文
章”，以高标定位推动创新突破。开展主题教育、对标
先进典型、提升专业素能，刀刃向内加强自身建设，营
造风清气正、积极进取的干事创业氛围。

会议通报了今年以来信访举报、正风肃纪专项行
动、审查调查工作情况。富安镇纪委、第十派驻纪检
监察组、案件审理室、市委第五巡察组4家单位作交流
发言。

纪检监察会议
明确重点工作任务

责任编辑：袁效川 版式设计：陶扬

记者 赵小石 张一峰

8月初，正是水稻拔节旺长时节。安丰镇丰西村前
进粮食种植土地专业合作社半年分红了。

和风轻拂翠绿的田野，阳光映亮了股东村民们满脸
的笑容。今年麦子锈病、赤霉病大流行，合作社却创出
了单产521.5公斤的好收成,比面上均产足足多了50公
斤出头。村干部们向周边数十户粮食经销商询价，最后
以 2.22 元/公斤成交,比面上收购价多出 6-8 分钱/公
斤。861亩地收获小麦44.9万公斤99.68万元，多收益
逾10万元。

村民们数着手里的红票子，脸上笑开了花，好话不
要钱似的往外蹦：“多亏镇领导主意出得好，我们才能
坐在家里等合作社分钱。”“刘书记田管得细，账算得
精，合作社越办越红火。”二组当初抱团坚持把田留给
自家种的7户村民也坐不住了，专门找到村里，与合作
社签订了土地流转手续。坐在轮椅上的七旬老汉崔世
伯口齿不清地告诉大家：“这下，老伴不会跟我吵了，女

儿女婿也不埋怨了，合作社搞得那么好，我还有什么不
放心的！”

丰西村前进粮食种植土地专业合作社的成立是有
故事的。2016年冬，天灾加上经营不善，原先在该村流
转土地搞家庭农场的几个外地人弃田走人了。“当时，
承租人跟我们签了15年合同，没想到连续两年天气都
不帮忙，他们原本就不是种田的，管理也不到位，足足
亏了50万，实在是没有能力再继续履行合同。想把田
还给老百姓种，平整后界址找不到了，田埂也没了，老
百姓也不依。”农户的土地租金没了着落，田更不能荒
着，怎么办？村党总支书记刘根金与两委会一班人统一
意见：“祸是我们惹的，责任得由我们担！”镇党委主要
领导帮着出主意：是否可以尝试由村集体领办合作社？
村党总支逐户走访所涉10个村民小组329户村民，逐
组召开座谈会询问意见。70%的农户表示，田已经包出
去了，不想收回。刘根金解释：“全村965户中，95%左
右的青壮劳力或在外地或在本地务工创业，种田只剩下
老人妇女了。”20%的农户无所谓，“反正不在乎田里的

那几个小钱”。也有10%的农民不想丢田，怀疑“村里
的那班人，能把田种好吗？”流转田亩面积最多的七组，
反对的声音尤为激烈，“刺儿头”王爹联合了几个村民
准备发难。但座谈时，刘根金掏心窝子的一番话，硬是
让几个人把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

合作社起步真的很难。当丰西村一班人没日没夜
花了十天时间把861亩麦种种下去，已是12月19日，人
家田里的麦苗都寸把高了。集体大账上没钱，只能顶着

“公家的钱反正少不了”的名头，种子、农药、化肥一样
一样先欠在账上，犁田、植保也是村干部以个人信用请
人家先干了再说。集体经营的田地怎么种？没有现成
的经验。村党总支把329户村民中的57位党员召集起
来分片协助管理；请出杨广槐、沈玉宏、卜庆旺3位种田
有经验、曾担任过村干部的老党员具体承担种田管地任
务；村两委会全员出动，参与田间管理，田里大小事项
都记在刘根金办公桌上的《前进合作社种田管地》记事
本上。镇党委政府主要领导给刘根金撑腰：“只要真心
为民办实事，放胆干！”（下转第二版）

干部担下“弃田”风险 危中寻机探索前行

丰西村集体领办合作社走向强村富民路

本报讯（记者 周宴 通讯员
施卫军）日前，省委研究室内刊
《调查与研究》第7期刊发《“党建
丰产方”的实践与思考》一文，专
题推介我市安丰镇创建党建丰产
方的做法。

党建丰产方是安丰镇“党建
领航”行动的品牌。自2017年开
始，该镇党委深入村居开展调研，
收集党建推动经济发展的好想法
好建议，如同村民普遍种着责任
田，党员干部就要创建丰产方，为
基层提供看得懂、学得会的示范
样板。

镇党委选择发展较快的红安
村、经济薄弱的跃进村和古街建
设社区三种不同类型的基层党组
织，在产业发展、乡村振兴、企业
转型等领域，试点实施党建丰产
方项目。三个基层党组织的试点
实践表明，党建丰产方对于夯实
基层战斗堡垒，保障和推动强村
富民具有突出的示范和引领作
用。

在总结提炼经验的过程中，
安丰镇党委不断拓展和丰富党建
丰产方的内涵，积极引导各村居
基层党组织因村制宜、因支部施
策，推进党建丰产方“一村一品”
项目建设。全镇 17 个村居全部
制定详细方案，推出四网聚合力、压条繁殖、提纯复
壮、查田补苗等一批富有创意的支部工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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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美林 通讯员 沈永红）连日来，三
仓镇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全会精神，努力把三仓建成瓜
果蔬菜第一镇、绿色食品特色镇、产业融合示范镇和
宜居宜业幸福镇。

该镇加大绿色蔬菜生产基地、健康食品加工基
地、生产农旅研学基地和国际农产品会展中心、优质
农产品交易中心、农业科技转化服务中心建设力度，
加快推进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5大类31个项目，瞄准

“长三角一流农业产业园”定位，高标准建设2.4平方
公里绿色食品加工园，打造精深加工全产业链园区。
以农业园区、绿色食品加工园为载体招商，尽快敲定
投资4亿元海升二期NFC非还原果汁加工项目。加
快 1200 亩高标准种植示范基地等园村共建项目建
设，筹办首届西瓜产业农洽会、特色农产品展销会等
系列活动，争创国家农村产业融合示范园。

围绕集镇“十个一”功能配套，兴办一批民生实
事，持续深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大力推进强村
富民工程，提高三仓老百姓的幸福度和满意度。

三仓镇依托农业优势
推动产业融合

本报讯（祁坤阳）8月 7日上午，九三学社东台市
基层委员会召开会议，及时传达学习市委全会精神，
市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东台市基层委员会主委陈志
文主持会议。

会议要求全体社员围绕壮大四大主导产业、推进
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打造有影响的现代产业园区等方
面开展考察调研，努力提出符合我市经济发展实际的
意见建议。要充分发挥九三学社人才荟萃、智力密集
的优势，积极提供招商信息，在产业园区共建、政务服
务连通衔接等方面倾力服务。要深入了解群众生产
生活需求,及时通过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形式，反映
存在问题，提出解决办法。要聚焦文化产业提速发
展、提高服务业增加值、增加科技研发等多调研、勤视
察。

会议还部署了基层委下半年主要工作。

九三学社东台市基层委
贯彻落实市委全会精神

本报讯（邹鹏安）8 月 11 日，东台镇召开视频会
议，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全会精神，要求全镇上下正视
短板与差距，理清思路真抓实干，勇于担当奋力作
为，寻新机开新局，加速高质量全面崛起。

突出项目攻坚，培大育强线缆设备产业。打好上
海电缆协会、上海国际线缆展、华南国际线缆展多张
牌，强化以商引商，为发展赋能。建设东台线缆设备
产业馆，在全国叫响东台线缆产业品牌。依托区块链
技术和大数据平台，整合科创、物流和总部经济，打造
城南数字经济产业园。

突出城市赋能，推动更高水平产城融合。以打造
何垛河风光带为契机，对标建设品质城市和提升群众
品质生活新需求，持续发力，全力推进全国文明城市、
全国文明镇“两城”同创共建。

突出党建领航，比贡献比服务比作为。实施一线
工作法，以党组织的保垒作用、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推进各项工作争一流。

东台镇铆足干劲
赋能新发展

8 月 9 日，太平保险盐城服务拓展部组织员工和客户走进西溪古镇，开展汉服秀团建活动。活动中，大家换上
汉服，变身古风达人，逛塔苑、坐游船，在犁木街参加琴瑟剑舞、鹊桥相会等互动游戏，感受千年古镇韵味，锻炼团
队合作能力。本次活动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参与者拍摄视频，记录精彩瞬间，通过抖音号发布，进一步提
升西溪古镇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 记者 顾敏 刘煜 摄

本报讯（华翔）近期，我市将对困难老年人家庭进
行适老化改造，首批受惠家庭超过220户，计划于本月
底前完成。

适老化改造包括如厕洗澡安全、室内行走便利、居
家环境改善、智能检测跟进、辅助器具适配五个方面，按
需按户施策，制定个性改造方案，进一步提升老年人居
家养老生活品质，降低老年人在家庭发生意外的风险。

适老化改造实施办法由市财政局配合民政部门出

台，聚焦特需群体，重点针对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城乡
低保对象、建档立卡低收入人员等经济困难人群中的
高龄失能重度残疾老年人、支持湖北省疫情防控一线
工作者所赡养的老年人家庭以及经认定有改造需求的
其他困难老年人家庭。

整个改造全流程以信息化方式上传到智慧化平
台，将评估信息、补助标准、改造前后对比情况等全面
公开透明化，形成全过程监管。

两部门出台实施办法

困难老年人家庭进行适老化改造

本报讯（夏楚军 曹燕妮 徐良观）8月10日，君安新
材料有限公司家电彩涂智能化项目试产成功。

在家电彩涂车间，16000平方米的车间地面整洁，
不见一点灰尘。180米长的两条生产线分布在高大厂
房东西两侧。工人们身着工作服在空调间里操纵着仪
表盘，随着手中按钮揿动，原材料在生产线上经过一道
道彩涂工序后，被吊车运往裁剪车间，按照各类家电背
板和面板的尺寸进行裁剪。

君安新材料有限公司以前主要从事锌合金冶炼，工

艺简单科技含量小。2019年 3月，公司投资1.5亿元，
新上家电彩涂项目，所有设备全部实现数控化、智能化，
生产线核心部分的设备从韩国进口，控制系统应用德国
西门子技术。

公司现在的主要客户为国内外高端家电企业，包括
三菱、东芝、海尔等等，因其环保节能的外观特点，逐步
取代家电彩涂系统高污染、高能耗的喷涂工艺。

据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如果两条线全部建成投
产，可生产家电彩涂钢板10万吨。

君安家电彩涂项目试产成功
扫一扫，关注东台日报、今东台微信公众号和今东台 APP

本报讯（何国庭）8月6日下午，盐城市工信局有关
负责人专程到五烈镇开展船舶行业安全生产宣讲活
动，全面落实船舶修造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宣讲活动要求船舶行业树立红线意识，高度重视
安全生产，认清形势树牢安全理念，把安全生产理念落
实到企业每一个人、每一个环节。要按照盐城市船舶
行业排查 30条和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20条的规
定，切实搞好企业安全生产，全面组织开展安全排查，
严格管控安全风险，夯实管理基础，及时把各类安全隐
患排查整改到位，达到国家船舶行业标准化生产要求。

盐城市工信局来东
宣讲船舶安全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