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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刁晓玉 通讯员
李萍）昨日上午，十二届区委第七轮巡察
暨第四轮村（社区）巡察工作动员部署会
召开。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区监委主
任、区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王国祥，
区委常委、区委组织部部长、区委巡察工
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孔令明出席会议并讲
话，区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其他成员出
席会议。

会上，区纪委副书记、区监委副主
任、区委巡察办主任张兆海传达了区委

书记李文飙关于巡察工作的批示。李书
记在批示中对区委巡察机构的工作给予
充分肯定，要求按照中央、省委、市委部
署，进一步加强协作联动，创新机制方
式，在推动巡察高质量全覆盖、巡察整改
和成果运用高质量落实等工作上取得新
的更大的突破；并要求各镇街、相关部门
高度重视巡察反馈意见整改工作，切实
提高政治站位，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
度，提高整改质量和成效。

孔令明宣布了区委巡察组组长、副

组长授权任职和任务分工。
王国祥对第七轮巡察暨第四轮村

（社区）巡察工作进行了动员部署。王国
祥指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突出政治建设，
聚焦政治责任，强化政治监督，推动新时
代巡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以优异的成绩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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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钱朦）3 月 25
日，姜堰高新区（深圳）产业投资说
明会在深圳友和国际大酒店举行，
现场签约内外资产业投资项目 11
个，总投资折合人民币约 56 亿元。
深圳市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党
委副书记、雇主维权部主任朱兴勃，
江苏省政府驻深办信息处处长周建
军，明镜集团董事长、广东社会学学
会常务副会长严书翔，区领导薛金
林、范琦、夏彩霞参加活动。

会前，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科
技园区（罗塘街道）党工委书记薛金
林带队拜访了广东华大互联网股份
有限公司，详细了解该公司生产的主
要产品及运营现状，并就前往姜堰实
地考察、投资合作、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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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荣平带队来我区调研休闲观光农业
本报讯（记者 颜禹铭 特约记

者 姜伟）昨日上午，省政协副主席
王荣平带队来我区调研“加快发展农
业现代化、大力发展休闲观光农业”
工作。市领导卢佩民、陆晓声，区领
导李文飙、黄健全陪同调研。

王荣平一行首先来到桥头镇小
杨村，参观大田智慧农业区、小杨人
家，听取特色田园乡村建设、村庄生
活污水处理、现代农业发展等情况
介 绍 。 近 年 来 ，该 村 结 合 自 身 实
际，围绕田园生活居住区、稻麦大
田智慧农业区、特色旅游休闲产业
区三大板块，着力发展农旅产业，
重点打造高效农业、观光农业和民
宿旅游，促进本村产业振兴发展。

王荣平对小杨村提高现代农业综
合效益、田园风光打造和基础设施
建设取得的成效表示肯定，希望我
区在发展乡村旅游产业上继续坚
持农旅融合，致力让土地成为充满
田园风光的农家乐、农民发家致富
的“梦工厂”。

在溱潼镇湖南村，王荣平边走
边看，不时询问该村人口、村庄环境
长效管理等情况，详细了解该村村
庄形态、发展基础及特色资源。该
村于 2018 年入选省特色田园乡村试
点村，以打造里下河特色民俗风情
村为主要目标，将乡村建设与原生
态有机融合。王荣平希望镇村负责
人充分利用毗邻景区的优势，做足

乡村旅游文章，形成乡村振兴的内
生动力。同时，要注重在开发中做
好乡村风貌的保护，着力打造“既有
好看外表，又有美丽灵魂”的特色田
园乡村。

近年来，现代农业产业园全面
加快现代农业发展，形成了省级姜堰
现代农业产业园、省级姜堰农产品加
工集中区、省级休闲观光农业示范
园、省级苏台（姜堰）合作农业创业园

“四园一体”的发展格局。在听取我
区现代农业、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情况
介绍后，王荣平表示充分肯定，希望
我区做好农业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进一步做强做优农业特色品牌，实现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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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动我区师德师风、医德
医风大提升，政协泰州市姜堰
区委员会于 2019 年 3 月-9 月开
展委派民主监督师德师风、医
德医风建设工作，欢迎社会各
界积极提出针对性、建设性的
意见和建议。

联系部门：区政协文教卫体委
通信地址：姜堰区上海路1号
邮政编码：225500
联系电话：80575820
电子信箱：303016397@qq.com

政协泰州市姜堰区委员会
2019年3月22日

政协泰州市姜堰区
委员会关于开展

“两德两风”委派民
主监督工作的公告

昨日上午，区政府办联合区人社局在人力资源中心举办 2019
年第二期政策（工伤保险相关政策）发布活动，现场答疑 50 多人次、
发放宣传材料400 多份。 陈燕华 田茜 摄

本报讯（记者 陈燕华）昨日
下午，区委副书记、区长方针主持
召开区政府第 25 次常务会议，听取
全区安全生产、生态环境、食品安
全工作情况汇报，研究《2019 年度
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书》《2019 年度
全区应急管理重点工作计划》《姜
堰区创建省级“四好农村路”示范
县实施方案》等议题。区政协副主
席花庆如列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全区安全生产工作
情况汇报，研究讨论了《2019 年度
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书》《2019 年度
全区应急管理重点工作计划》。会
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
理关于当前安全生产工作的指示
批示精神。会议指出，安全生产重
于泰山，安全是发展的红线，安全
生产必须做到万无一失。各镇街
园区、相关部门要强化认识，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切实保
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突出
重点，抓好化工园区拆卸、危化品
整治等工作，加强对建筑施工、纺
织行业、燃气管道、高层建筑电梯
等安全隐患排查，真正做到“严检
查、拉网式、全覆盖”；要夯实基础，
在安全生产制度、专业人员、资金
投入、消防设备等方面狠下功夫。
各镇街园区要配齐相应的专职安
全员，增强安全生产管理力量和效果；要标本兼
治，引进第三方评价机构，建好专家库，同时严格
化工企业准入门槛，实行联合审批，加强企业风险
点排查，从源头上控制生产事故发生；要严格责
任，进一步压实企业主体责任、行业监管责任、镇
街园区属地责任，切实维护社会稳定。（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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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潘俊）3 月 25 日，区政协委派
生态环境局民主监督小组召开第一次工作会
议。区政协副主席黄健全参加会议。

会议听取我区“263”专项行动暨突出环境问题
整改工作情况汇报，协商民主监督工作方案。

黄健全指出，委派小组、受派部门要提高政
治站位，突出监督重点，坚持同向发力，在思想上
要高度重视生态环境工作、“263”专项行动工作、
政协委派民主监督工作，聚焦我区水问题，提出
实质性建议和意见，助推突出环境问题整改，力
争民主监督取得实效。

与会人员还视察了油坊河、兴泰工业固废填
埋场等整改现场。

区政协委派生态环境局民主
监督小组召开第一次工作会议

本报讯（通讯员 罗枭）日
前，省委编办下发《关于表彰 2018
年营商环境评价先进地区的通
报》，我区在 2018 全省营商环境评
价 中 被 评 为“ 综 合 评 价 先 进 地
区”，进入全省第一方阵。

此次评价结果充分表明我区

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动行政审批
制度改革各项举措取得阶段性成
效。我区将加快推进简政放权、放
管结合、优化服务，不断提升审批服
务便民化，充分释放“不见面审批（服
务）”改革红利，努力营造更加稳定、
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我区获评全省营商环境评价先进地区

去娄庄，一睹全国文明镇的风采
——罗塘人家网站、群众文化摄影学会娄庄采风掠影

3 月 23 日，罗塘人家
网站携手群众文化摄影学
会到姜堰区娄庄镇，先后
参观了风景怡人的烟墨公
园、重点企业江苏博格东
进管道设备有限公司、硕
果累累的润芳“生态草莓”
种植基地，举起手中的相
机，用镜头捕捉全国文明
镇的风采。

文/图 应婷婷
摄影学会会员

娄庄镇曹杨村草莓
种植已有 10 多年历程，
全村草莓种植户发展到
近 200 户，种植面积保持
在 300 多亩。在润芳“生
态草莓”种植基地，网友
们通过参观、采摘，不仅
亲 自 体 验 了 劳 作 的 乐
趣，而且对娄庄草莓种
植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烟墨公园集
观光、游憩、休闲
于一体，颇具江
南园林风格，实
现了人文与自然
的和谐统一。网
友们徜徉在美景
之中，十分惬意。

江苏博格东进管道设备有限
公司现已成为中国主要的波纹管
生产商。网友们走进车间，与企
业负责人交流，了解生产工艺流
程及销售情况。先进的生产装备
和产品，以及一线工人的专业技
能，都让网友们感觉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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