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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晨）9月 20
日上午，我市电信、移动、联通三
大运营商联合开展网络安全宣
传活动，在电信局门前广场摆上
宣传展板，配合常见电信网络诈
骗案例，对网络安全问题进行全
方位解读，前来咨询的市民络绎
不绝。

9月的第三周是国家网络安
全宣传周。今年国家网络安全

周的主题是“网络安全为人民，
网络安全靠人民”。宣传内容包
括网络诈骗、安全上网、个人信
息保护等。

活动现场，市民向工作人员咨
询保护好手机账号资产、防止个人
信息泄露、辨别流氓APP和病毒
软件等一系列热点问题，问答过程
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聆听。

电信网络安全
宣传活动举行

记者 叶海慧
通讯员 殷厚祥

9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东
台市支行组织辖区银行业金
融机构开展网络安全宣传活

动，预防和减少电信诈骗、网
络诈骗案件，提高社会公众自
觉防范电信诈骗、网络诈骗意
识。

活动现场，各家银行通过发
放宣传折页、现场讲解等形式，
向受众着重宣讲电信网络诈骗
的定义、类型、危害、犯罪手段、
防范措施等，提高群众网络安全
意识，增强人民群众预防金融诈
骗的能力，最大程度减少群众损
失，切实提升本地金融消费者对
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信心，维护区
域金融环境稳定。

防范金融诈骗
提高防护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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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一峰

两座粮仓为门，两排店铺一家
挨着一家，汇成一条熙来攘往的拥
堵“街道”。15个摊位汇集了众多
本地特色农产品、手工艺术品，让
路过的游客纷纷驻足品尝。饱满
的大米、圆润的葡萄、稠绵醇厚的
陈皮酒、甘甜多汁的安丰蜜梨、香
喷喷的贲大姐草炉烧饼……时令
蔬菜、特色农副产品集中亮相、应
有尽有，引来一波又一波游人驻足
观摩、品尝、抢购。一条金黄的大

龙伴着热闹的锣鼓威风起舞，把节
日的欢乐气氛推向高潮。

9月 21日，中国农民丰收节前
一日，在省特色田园乡村安丰镇红
安村，东台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
系列活动开幕。当地农民与来自
市内外的各界宾朋、企业界人士一
起，载歌载舞，喜庆自己的节日。

“跟党走、听党话、感党恩”主
题宣讲活动，“小康/丰收杯”摄影
摄像大赛，全市农民趣味运动会，
送技术、送文化、送健康“三下乡”
活动，“庆丰收 迎小康 乡村欢乐

游”，在这收获的季节里，东台农民
把丰收的喜悦融进丰富多彩的活
动里。里下河水乡水美鱼肥、稻穗
飘香，范公堤东高效农业密集区蔬
果青翠，源源不断涌向市场，黄海
之滨林风阵阵，条子泥上风光旖
旎。

东台是农业大市，农耕文明悠
久、农业文化丰富。从粮棉种植全
国上榜的传统农业大县，到跃居现
代农业全国第一方阵，东台农业与
时俱进走在前列。在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中寻新机开新局，把东台发

展带入新境界。跃动在黄海明珠
金东台大地上的丰收不断增添新
元素，色彩更丰富、业态更多元、内
涵更饱满。

丰收是一幅幅“绿”作底色、五
彩缤纷的风俗画。晶莹的东台大
米传承千年良渚文化，甘甜的东台
西瓜甜透大半个中国，五彩的东台
青椒搭乘科技兴农快车……“中国
西瓜之乡”“味稻小镇”，美名远
扬。最具综合价值地理标志产品、
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金字招牌越叫
越响；“三仓西瓜”(下转第二版)

精彩纷呈大粮仓 五彩缤纷丰收节
——写在2020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举办之际

本报讯（记者 周宴 通讯员
赵培阳）9月 18日-20日，以“健康
餐饮、品质生活”为主题的国际餐饮
博览会在南京国际展览中心举办。
我市参展特产——后港王宜茶干备
受关注，引来众多食客试吃购买。

“香茗就香干，赛过活神仙。”这
其中的香干说的便是后港茶干。后
港茶干又名王宜茶干，王宜是其创
始人。王宜早年在泰州最大的酱园
厂学艺，学成后回家乡时堰镇后港
社区开办豆制品店，经多年试验，他

用黄豆研酿出鲜味自然、口感独特
的酱油，再用这个自然鲜美的酱油
去煮熟茶干，做成了色香味俱全的
地方特色美食。

近年来，王宜茶干驰誉苏中地
区，入选盐城市非遗名录。如今，不

仅本地人喜食后港王宜茶干，就连
许多外地朋友也对其情有独钟。

据悉，作为盐城市三家参展非
遗美食之一，王宜茶干今年首次打
卡江苏国际餐饮博览会，被评为“苏
韵好礼·美食相伴”入选品种。

王宜茶干参展国际餐饮博览会入选苏韵好礼

本报讯（记者 戴海波）由省人
民检察院和检察日报社共同主办、
盐城市人民检察院承办的 2020黄
（渤）海湿地公益保护检察研讨会于
9 月 21 日至 22 日在盐召开。21
日，与会人员来我市进行实地考察，
对我市探索恢复性司法理念，建立
部门联动协作机制，开展海洋放流、
净化滩涂、守护候鸟三项湿地保护
行动给予充分肯定。最高人民检察
院副检察长张雪樵、省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刘华参加；盐城市委副书记
陈红红，我市市委书记杨雪峰、市人
大常委会党组书记陈晓俊陪同。

近年来，我市积极践行习近平
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牢牢把握黄
（渤）海湿地入选“世界自然遗产名
录”契机，探索提出“经济赔偿+公
益劳动”的恢复性司法理念，被最高

人民法院评为 2019年度环境资源
典型案例。目前，共督促引导违法
行为人缴纳生态修复赔偿金300多
万元，组织增殖放流2次，投放鱼苗
50 多万尾，公益劳动 20 多次。与
会人员首先来到黄海林场——盐城
市首家林业生态修复基地，“基地面
积多少？”“栽植的什么树种？”“如何
进行管理？”一到现场，张雪樵就仔
细询问、详细了解有关情况。东台
市林业生态修复基地2018年成立，
规划面积1000亩，是集植树造林、
生态修复、普法宣传、警示教育等功
能于一体的公益保护综合展示平
台。专门针对涉林案件当事人，在
被追究违法责任后，按照苗木规格、
数量和时间要求集中进行补栽，实
施生态植被恢复，目前已集中补栽
中山杉6次，面积达200多亩。张雪

樵对我市坚持打击与保护并重、惩
治与补救同行的原则，寻求公益保
护最优解高度赞赏。希望在追究犯
罪分子罚当其罪的同时，积极探索
以经济赔偿、公益劳动等替代性修
复方式对生态损害进行补偿修复，
促使生态修复的效果可评价、可检
查。

黄海林场始建于1965年，经过
几代黄海林工艰苦奋斗、科学求真、
守正创新、绿色发展，将昔日的盐碱
地改造成今天的林海绿洲，实现从

“卖苗木”到“卖风景”的华丽转
变。9 月的黄海森林公园树木茂
盛，绿树成荫，得知森林里负氧离子
含量超4000个每立方厘米，与会人
员情不自禁地深呼吸，对景区宁静
的环境、清新的空气赞不绝口。漫
步空中栈道、森林乌托邦，大家一路

走一路拍，认为环境优美，移步换
景，处处都是打卡点，十分适宜康养
旅居。

条子泥湿地是世界自然遗产黄
海湿地的核心区，是世界八大候鸟迁
徙路线——东亚至澳大利西亚候鸟
迁徙路线上的关键区域。这里人与
自然和谐相处，踏海滩、赏日出、观珍
禽成为靓丽风景；水天一色、万鸟翔
集的壮阔景象更是令人心旷神怡、流
连忘返。在条子泥湿地，张雪樵、刘
华一行认真听取条子泥形成过程和
发展规划介绍，通过望远镜观鸟群、
寻珍禽，感受独特的原生态自然风
光，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赞叹不已，
对我市发挥资源禀赋，加强生态修复
保护，做大生态旅游产业，做好申遗

“后半篇”文章表示高度肯定。
市领导吴琼、杨云峰参加活动。

2020黄（渤）海湿地公益保护
检察研讨会与会代表来东考察

张雪樵刘华率队 陈红红杨雪峰陪同

9 月 18 日到 9 月 22 日，陕
西省铜川市耀州区农副产品
专场直播节在耀州和东台两
地同时开播。直播节以“网
聚青力量 助农促消费”为主
题，由团省委、省农业农村厅
联合主办。

耀州区是我市的对口协
作 地 区 。 开 展 协 作 三 年 以
来，我市全面落实中央关于
苏陕扶贫协作、对口支援的
战略部署要求，实施精准扶
贫，打下了良好的工作基础，
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练益华 摄

本报讯（张礼进 杨波）9 月
22日上午，省委组织部数据中心
主任陈勇一行来我市调研组织
系统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建设工
作。盐城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
委“两新”工委书记邓小锋，我市
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潘亚军陪
同调研。

调研组一行实地察看了高
新区“青创之家”党建信息化服
务示范点和红光社区远程教育
站点，现场检查了市委组织部大

组工网、干部大数据平台、党员
管理信息系统安全使用等情况，
随后召开座谈会详细听取情况
汇报，征求意见建议。调研组认
为，东台组织系统信息化建设顺
应时代发展方向，硬件基础设施
完备、信息系统应用务实，令人
耳目一新。同时强调，面对信息
化时代，组织系统要切实强化

“党建+互联网”意识，着力打造
智慧党建品牌，不断提升组织工
作信息化、科学化水平。

省委组织部来东调研网络
安全和信息化

记者 戴海波

东台沿海是全球最重要的
海滨湿地生态系统之一，辽宁、
河北、山东、天津、上海沿海五市
探索成立申遗生态保护联盟，环
黄渤海区域的检察机关立足黄
（渤）海湿地生态系统整体性，跨
区域联动协作，创新探索建立湿
地保护执法司法协作机制，共同
守护湿地生态环境意义重大。

秦天宝说，环黄渤海区域的
检察机关发挥司法独特优势，通
过实施打击、预防、监督、保护等
检察手段，提升生态环境司法保
护的能力和水平。各地检察机
关将提起环境资源民事公益诉
讼作为保护生态的有力手段，探
索出“经济赔偿+公益劳动”的替

代性生态修复方式，积极推行
“补植复绿”“增殖放流”等生态
修复模式，构筑起了绿色发展的
检察防线。特别是在盐城地区
推出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是一种创新举措，通过让损害人
以工代偿的方式对损害进行赔
偿，同时让其通过参与生态修复
方式来教育损害人保护生态。

秦天宝表示，东台林业生态
修复基地的设立，通过将资源破
坏和环境污染的损失降至最低
程度，实现了惩罚犯罪与保护生
态有机统一。此次2020黄（渤）
海湿地公益保护检察研讨会，他
们将进一步深入推进黄海湿地
保护行动，用法治语言讲活世遗
故事，为世界遗产保护积极贡献
智慧和力量。

携手保护黄海湿地
——访武汉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中国法学会常务理事秦天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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