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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渊通讯员 王克成冤为全面
排查整治安全生产隐患袁消除安全管理
盲点袁县交通运输局在全县交通运输行
业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明查暗访遥

该局根据交通运输 7 家行业监管
机构组成 7个安全督查组袁邀请第三方
专业安全检查机构袁深入开展安全生产
明查暗访袁 重点检查落实安全生产责
任尧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尧事故灾害防控
措施尧事故应急救援和风险源点管控等
情况遥

为确保督查工作真正落到实处袁该
局要求各安全督查组根据重点行业尧重
点领域的特点袁分别制定明查暗访工作
方案袁明确带队领导尧联络员袁根据平时
掌握的情况分别确定明查暗访的重点
地区尧重点对象曰要加大明查暗访力度袁
依法查处一批违法违规行为袁彻底治理
一批重大安全隐患袁关闭取缔一批违法
违规和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袁联
合惩戒一批严重失信企业曰 要严守纪
律袁强化责任袁力戒形式主义袁每月底将
当月明查暗访情况报局安委办遥 同时袁
该局组成由 4 个局领导带队的检查组
将不定期对面上安全工作进行督查袁局
安委办定期梳理汇总明查暗访发现的
问题隐患袁按层级实行挂牌督办遥 在此
基础上袁根据县纪委监委叶关于开展全
县安全生产责任落实情况第二阶段专
项督查的通知曳要求袁驻我局第四纪检
监察派驻组将按照野四不两直冶的要求袁
对交通运输行业重点领域尧 重点部位尧
重点环节安全生产工作进行暗查暗访袁
问责曝光一批责任不落实尧措施不力的
单位和个人遥

排查隐患 消除盲点 确保安全

县交运局开展安全生产明查暗访活动 本报讯 渊通讯员 王克成冤连
日来袁县交运局在全系统严肃工作
纪律尧整顿工作作风尧提升行政效
能尧优化服务环境袁推动正风肃纪
向源头挺进尧向机关延伸袁力促机
关作风野走在前尧作表率冶袁鼓舞全
系统干部职工倍加珍惜来之不易
的交通运输工作新局面袁全力促进
交通大县向交通强县跨越迈进遥

该局从政治站位尧 履职尽责尧
遵规守纪尧 担当作为四个方面入
手袁持续发力袁集中整治九类问题袁
即院坚决整治组织观念淡薄尧政治
意识不强等问题曰坚决整治上班纪
律松弛尧下班不顾形象尧放纵自我
等问题遥 坚决整治野门难进尧脸难
看尧事难办冶和野装聋作哑尧装腔作
势尧装模作样冶等问题曰坚决整治办
事效率不高尧不能担当袁不作为尧慢
作为等问题曰坚决整治不按规定组
织学习尧 不认真参加学习等问题曰
坚决整治公款送礼尧 公款吃喝尧公
款旅游尧奢侈浪费问题曰坚决整治

廉洁意识淡薄袁利用职务牟取私利
违纪乱作为问题曰坚决整治财务管
理尧 资产管理方面存在的突出问
题曰坚决整治保管档案法律意识淡
薄尧档案资料缺失严重等问题遥 要
求大家争做野四个表率冶袁努力实现
野四个提升冶院看政治站位尧争做知
行合一表率曰看履职尽责尧争做勤
政务实表率曰看担当作为尧争做服
务发展表率曰看遵规守纪尧争做清
正廉洁表率遥

为使野正风肃纪看机关冶行动
真正落到实处袁 该局还强化领导尧
严明责任尧狠抓典型遥 坚持以野亮
剑冶的精神抓整治袁加大对违规违
纪行为的查处力度袁既抓大的反面
典型袁也抓小的反面典型袁及时进
行通报袁 充分发挥警示教育作用遥
对认真重视尧真抓实干尧成效显著
的正面典型袁局领导小组将给予表
扬和激励曰对敷衍了事尧推进不力尧
效果不佳的反面典型袁将进行通报
批评遥

县交运局

“正风肃纪看机关”行动火热进行

本报讯渊通讯员 王克成冤4 月 17 日上午袁由市
委宣传部尧 市委组织部联合召开的全市党委中心组
学习推进会上袁县交通运输局党委喜获野党委理论学
习中心组示范点冶称号遥

去年以来袁县交通运输局根据上级党委要求袁按
照叶射阳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计划曳及叶关于抓
好交通运输系统党员干部理论学习的通知曳要求袁狠
抓党委中心组学习袁 把理论中心组学习作为新时期
加强政治建设尧思想建设尧干部队伍建设以及促进全
局工作的重要载体袁周密部署尧精心计划尧狠抓组织
实施袁同时把理论中心组学习纳入党建工作责任制尧

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和领导班子考核遥 实行每月一
次学习制度袁确保每年学习不少于 12 次袁研讨不少
于 6次遥 保证每个月出勤率在 98%以上袁真正用学习
考勤措施保障理论学习的制度化曰强化学习袁丰富形
式遥将坐下来学习研讨与走出去拓宽视野结合起来袁
近两年来袁在组织集中坐下来学习的同时袁先后组织
大家赴盐城野6.23冶龙卷风纪念馆尧华中工委纪念馆尧
海河农博物馆尧火车站尧通用机场等参观袁进一步丰
富大家的视野曰完善制度遥 贯彻落实叶中国共产党党
委渊党组冤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规则曳袁健全完善交通
运输系统理论学习制度遥 把学习理论与加强党性修

养有机结合起来袁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袁做到政治信
仰不变尧政治立场不移尧政治方向不偏曰大兴调查研
究之风袁要求中心组成员带头深入基层调研袁主动服
务基层尧服务群众尧服务企业曰与抓实本职工作有机
结合起来袁善于在实践中学习尧总结尧提高袁不断提升
领导科学发展与促进社会和谐的能力遥 近两年来袁中
心组共学习调研文章 45篇袁完成学习体会 56篇袁公
开发表与理论学习相关的文章 23篇. 受到上级领导
的高度评价遥

县交运局理论中心组学习结硕果
获市野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示范点冶称号

本报讯 渊通讯员 王克成冤今
年袁 我县将接受国家卫生县城复
审遥为进一步改善县城卫生环境面
貌袁连日来袁县交通运输局组织全
系统开展环境卫生大扫除活动袁并
落实野门前三包尧门内达标冶工作遥

该局要求全系统各企事业单
位每周组织一次卫生大扫除活动袁
包括单位办公区尧 生活区和家属
区袁 进行卫生保洁和秩序管理袁落
实野门前三包尧门内达标冶遥 坚决做
到包卫生院门前无垃圾杂物尧无污
水尧无污垢尧无油渍或严重积尘曰遮
阳棚规范尧整洁袁无破损曰卫生设施
完好整洁袁无破损曰外窗透明清洁袁
无浮尘等遥 包绿化院协助绿化管理
部门管护好树木花草和绿化设施袁
及时清理门前花坛内的垃圾杂物袁
不攀树折枝袁采摘花朵曰不得在树
干尧 树枝上钉钉子和乱挂杂物等遥
包秩序院无乱挂晒尧乱占道尧乱堆
放尧 乱张贴等影响市容秩序的行
为曰路面平整无破损袁停车线出新袁
无机动车尧 非机动车乱停乱放行

为曰对其它行为人的乱停尧乱靠尧乱
摆摊设点尧乱挖掘等影响市容秩序
的行为有监督尧劝说和举报的责任
等遥 门内达标院办公区尧生活区尧家
属区的楼房顶尧 楼道尧 绿化带尧树
池尧下水道尧窨井尧厕所尧食堂尧库
房尧 锅炉房以及外围环境杂草尧各
类堆积物尧建筑垃圾等进行彻底清
理曰有固定的卫生宣传栏袁有控烟
标识袁有标准的吸烟区曰落实食堂
卫生达标工作曰解决办公室物品摆
放混乱袁沙发尧资料柜长期不清理
等各类问题遥

为确保包干整治工作真正落
到实处袁该局明确分管负责人每周
组织一次对辖区内各机关尧事业单
位及条管单位野集中开展环境卫生
大扫除活动冶和野门前三包尧门内达
标冶工作开展检查考核袁排出前两
名和最后一名袁考核结果要及时公
示袁并限期整改到位曰对工作不力尧
环境秩序差的单位袁将追究单位主
要领导人责任遥

县交运局

积极做好“门前三包”

本报讯渊通讯员 宋玲玲冤野苗好一半谷袁秧好
半年稻遥冶水稻种植机械化作为粮食生产全程机械
化的重要一环袁各级政府尤为重视遥 近日袁我县紧
抓机插秧面积落实和育秧前准备袁利用晴好天气袁

组织各育秧点迅速开展育秧工作遥 积极开展育秧
准备宣传督促工作曰 组织工作人员走进田头督促
机插秧面积尧机具落实工作曰有计划尧有针对的开
展机插秧实用技术培训遥

县水稻育秧工作全面启动

图为我县为民农机合作社育秧流水线现场遥

眼下正值小麦赤霉病防治的关键时期遥4月 22
日上午袁在海河镇烈士村富丰农机合作社的一大片
绿油油麦田上方袁一架植保飞机正在低空作业遥 另
一片农田里的高地隙自走式喷雾机正转弯绕道袁也
张开野翅膀冶喷洒农药遥原来是富丰合作社负责人顾
正平为了小麦赤霉病防治使用新型农机对小麦进

行统防统治遥
这是我县创建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的一个缩

影遥野以前是常规植保机械袁自我县制定粮食生产全
程机械化整体规划以来袁智慧农机未来的发展有了
明确的方向袁冶 县农业农村工作局的工作人员向记
者介绍道遥

随着农业人工用工的成本急剧上升袁加上土地
条件的制约袁无人机植保等智慧农机受到了越来越
多人的青睐遥野无人机植保与常规植保机械相比袁不
仅具有防治效率高尧喷药效果好尧节药节工尧作业安
全等多项优势袁而且还能耶厘米定位爷袁如果作业被
中断袁还能自动回到断点继续作业遥 1台无人植保

机 1分钟可以完成 1亩麦田的病虫害防治药袁并且
可节约药剂 50%袁用水量节省 80%遥 冶顾正平乐呵呵
地告诉前来观看的农民遥

在我县袁传统植保喷雾效果差尧药液漂移浪费
严重尧植保工人短缺等因素制约了高效植保机械的
推广应用袁急需引进推广高效植保机械袁而中小规
模家庭农场因为种植面积的扩大袁迫切需要精准植
保技术袁特别是农用植保无人机遥

像顾正平这样拥有无人机的合作社和种田大
户还有很多袁植保无人机的广泛使用不仅加快粮食
生产全程机械化的步伐袁 还为我县稳定粮食产量尧
保障粮食安全起到了很好的牵引作用遥

智慧农机显身手
本报通讯员 宋玲玲

小麦赤霉病是一种可防不可
治的毁灭性病害袁一旦流行袁将严
重影响小麦的产量和品质遥从田间
菌源尧品种抗性尧气候条件等因素
综合分析袁今年我县小麦赤霉病仍
将呈偏重以上流行态势遥农民朋友
要根据苗情尧天情尧病虫情袁主动出
击袁切实打好以小麦赤霉病为重点
的麦子穗期病虫防治总体战遥一是
把握适期袁两次用药遥在小麦 野齐
穗见花冶用好第一遍药袁隔 5-7 天
开展第二次防治遥若小麦扬花期遇
阴雨天气袁可选择雨隙或抢在雨前
施药袁药后 6小时内遇雨应及时补
治袁确保防效曰对品种高度感病袁花
期遇多阴雨天气的田块袁还应增加
用药次数遥 二是选准药种袁用足药
量遥 要合理选择药剂品种袁可选用
氰烯菌酯尧戊唑醇尧咪鲜胺等单剂
或复配剂袁停止使用多菌灵及其复
配剂遥 按照农药包装物标注的说
明袁使用最高剂量防控袁适当加入

有机硅尧激健等高效助剂提高效果遥 注意要交替
使用不同的药剂遥三是肥药混喷袁保粒增重遥在防
控小麦赤霉病用药的同时袁加入腐植酸或氨基酸
等叶面肥袁实施药肥混喷袁保粒增重袁提高小麦产
量遥四是抓住重点袁病虫兼顾遥在做好小麦赤霉病
防控的同时袁统筹做好白粉病尧蚜虫尧灰飞虱尧粘
虫的防治袁 加入杀虫剂和加足防白粉病的杀菌
剂袁做到病虫兼顾遥防治小麦白粉病袁药剂可选择
戊唑醇尧己唑醇尧腈菌唑等袁穗期要慎用刺激小麦
赤霉病毒素产生的甲氧丙烯酸酯类杀菌剂曰对粘
虫尧蚜虫袁结合赤霉病防治袁可选择溴氰菊酯尧氯
氟氰菊酯尧氰戊窑辛硫磷等药剂遥 水产养殖区尧蚕
桑种植区慎用药剂袁防止污染遥

渊射阳县农业农村局宣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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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广大农民朋友：

你们好！
小麦是我县主要粮食作物之一，也是农

民收入的重要来源，防控好以赤霉病为重点
的小麦穗期病虫害，是保障粮食品质、夏粮
丰收的关键措施之一。据植保部门预测，今
年小麦赤霉病将呈偏重至大流行的态势。一
是田间菌源十分充足。全县稻桩子囊壳穴带
菌率平均 8.0%，枝带菌率平均 0.93%，随着
时间推移和气温回升，田间稻桩带菌率还将
进一步上升，子囊壳将逐渐发育成熟，大面
积小麦抽穗前后，稻桩上的子囊壳将释放大
量的子囊孢子，具备大流行的菌源量。二是
小麦主体品种抗（耐）病性不强。今年我县大
面积种植的小麦品种以宁麦、扬麦、豫麦为
主，抗（耐）病性不强，在条件适宜的情况下，
小麦赤霉病极易流行。三是小麦生育进程差
异较大。由于品种、播期等因素，全县小麦生
育进程参差不齐。据调查，小麦主茎齐穗期
前后跨度近 20天，极大地提高了小麦扬花
期遇到降雨、雾露等高湿天气的可能性，增
加了赤霉病发生和流行的概率。四是气候条
件适宜发病。据气象部门预报，4月份平均气
温较常年同期偏高 0-1℃，降雨量较常年偏
多 0-2成，4月下旬有明显的降雨过程，与我
县稻茬小麦的扬花期高度吻合。高温多雨
（高湿）天气，极易引起小麦赤霉病大流行。
小麦赤霉病是一种可防不可治的毁灭性病
害，一旦流行，将严重影响小麦的产量和品
质，一般发生年份可减产 1-2成，严重发生年份可减产 5成以上，甚至
绝收，防治上稍有懈怠，将造成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

小麦赤霉病防治适期时间短、防治技术要求高，农民朋友要根据
苗情、天情、病虫情，切实打好以赤霉病为重点的小麦穗期病虫害防控
攻坚战。一是适期用药，两次防控。采取“适期防治、见花喷药”的防控
措施，在小麦 “齐穗见花”用好第一遍药，隔 5-7天开展第二次防治。
若小麦扬花期遇阴雨天气，可选择雨隙或抢在雨前施药，药后 6 小时
内遇雨应及时补治，确保防效；对品种高度感病，花期遇多阴雨天气的
田块，还应增加用药次数。二是选准药种，用足药量。要合理选择药剂
品种，可选用氰烯菌酯、戊唑醇、咪鲜胺等单剂或复配剂，停止使用多
菌灵及其复配剂。按照农药包装物标注的说明，使用最高剂量防控，适
当加入有机硅、激健等高效助剂提高效果。注意要交替使用不同的药
剂。三是肥药混喷，保粒增重。在防控小麦赤霉病用药的同时，加入腐
植酸或氨基酸等叶面肥，实施药肥混喷，保粒增重，提高小麦产量。四
是抓住重点，病虫兼顾。在做好小麦赤霉病防控的同时，统筹做好白粉
病、蚜虫、灰飞虱、粘虫的防治，加入杀虫剂和加足防白粉病的杀菌剂，
做到病虫兼顾。水产养殖区、蚕桑种植区慎用药剂，防止污染。

今年，县政府高度重视小麦赤霉病防控工作，召开了专题会议，下
发了紧急通知，形成了强大的声势。各地应充分认清以小麦赤霉病为
主的麦子穗期病虫害发生的严峻形势和严重危害性，认真总结以往赤
霉病防控的经验和教训，克服麻痹思想，杜绝侥幸心里，消除厌战情
绪，主动出击，积极预防，迅速掀起防控高潮，确保所有田块及时、全面
用药。

广大农民朋友，搞好小麦赤霉病防控离不开你们的积极参与，让
我们共同努力，全力夺取病虫害防治工作的全面胜利！

射阳县农业农村局
二茵一九年四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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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克成 摄

年初以来袁县交通运输
局围绕减轻企业负担尧增强
竞争优势尧 提升盈利能力尧
开展创新创牌尧助推转型升
级袁深入企业一线袁提供政
策保障尧要素保障尧服务保
障袁当好服务企业的野店小
二冶袁 增添实体经济健康发
展新动力遥图为挂钩服务现
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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