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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满足小微企业主、个体工商
户、农户等客户群体在生产经营中
流动资金需求，基于德式 IPC新型
信贷模式而投放的额度在 0.5万元

-100万元的小微贷款。
产品特点院1、准入门槛低。生产

经营正常，经营时间超过三个月，即
符合准入的基本条件。可保证、抵押
担保，授信期限 1-5年之间。2、提供
材料少。客户仅需向我行提供夫妻
双方身份证即可，其他信贷材料由

客户经理上门收集。3、投放速度快。
贷款材料收集齐全后，一般 2-3个
工作日即可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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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履行野两个责任冶不到位袁特别

是主体责任压而不实尧 层层递减尧
虚化弱化袁把应属主体责任事项推
给纪检监察组织承担遥理想信念教
育尧党风廉政建设尧党内监督尧勤政
建设等方面着力不够尧办法不多遥

野希望你们好好干袁尽快让跃中村富
起来袁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浴 冶这是建国
前老党员尧97 岁的谷志兰袁 在刘伟刚到
兴桥镇跃中村袁担任村第一书记尧驻村扶
贫工作组组长时的殷殷嘱托遥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遥 刘伟响亮
作答院野您老人家放心袁 我们一定打赢脱
贫攻坚这场硬仗浴 冶他将谷志兰拉着他手
的照片袁储存在手机里遥

刘伟袁33 岁袁 盐城市规划展览馆副
馆长遥 2018年 5月袁根据组织安排袁一脚
踏上了扶贫的征程遥一到兴桥袁刘伟与另

一名扶贫队员孙维勇一头扎进跃中村袁
挨家挨户走访遥 很快袁 摸清了跃中村的
野家底冶院全村有 902 户 2672 人袁其中人
均年收入低于 6000 元的贫困户有 20 户
39人遥 2017年村集体收入仅有 15万元袁
是市定经济薄弱村遥

刘伟通过实地踏看跃中村土地种植
情况尧了解村里干部群众愿望后袁提出了
一个大胆的设想院 动员村里贫困户和有
意流转土地的农户袁将土地流转出来袁成
立跃中村集体农场遥改种特种经济作物袁
贫困户优先安排到农场打工袁 既能得到
土地租金袁又有打工收入遥

为打消乡亲们的各种疑虑袁 刘伟带
领村组干部到阜宁县羊寨镇单家港村参
观遥 这里是废黄河故道袁10 多年前也曾
是贫困村袁后来在滩地上种果树袁形成几
里长的桃园袁野桃缘冶 牌黄桃被评为中国
国际农业博览会优质名牌产品遥最终袁跃

中村两委决定袁流转出来 260亩土地袁成
立跃中村集体农场有限公司遥 为稳妥起
见袁230 亩仍为稻麦两季袁30 亩栽种黄
桃遥

项目启动需要资金遥 孙维勇所在盐
城市第二人民医院出资 6万元袁 还有 34
万元需筹集遥刘伟几经周折袁跑了一个多
月袁也没什么效果遥 他一度想缩减项目袁
放慢脚步袁 但脑海中一想到那些贫困户
的生活窘境袁马上又振作起来遥他再次向
局主要领导汇报袁 局党组召开专题会办
会袁明确资金在规划局系统内筹集遥功夫
不负有心人袁34 万元资金终于在 2 个月
内筹集到位遥

不过多久袁 跃中村集体农场的标牌
耸立在机场路边袁 上面写着近期和远期
规划遥黄桃园果苗已经栽下袁四周用铁网
围了起来遥一个按企业化管理尧运作的农
业实体袁 点燃起人们心中脱贫奔小康的

绿色希望遥
63 岁的王兴平是跃中村贫困户袁6

亩责任田流转给村集体农场袁 每亩租金
900元遥 农场还安排他干一些轻便活袁劳
务收入 3400元遥 加上原来就享受低保袁
总收入 2万元遥

村里有个光棍汉袁田不好好种袁帮扶
单位送的小羊也被他打牌输了遥 刘伟和
村干部找到光棍汉门上院野小康路上一个
也不能少袁一个也不能掉队遥我们不仅要
帮你脱贫袁还想帮你脱单哩遥你自己打算
怎么办吧钥 冶他一听袁心头热起来袁说院野谁
想当贫困户钥谁想做光棍汉钥你们说怎么
干袁我就怎么干遥 冶他将 4亩责任田流转
给村集体农场袁得了 3600元租金遥 农场
安排活给他干袁最多一天可挣 100元遥

2018年袁跃中村集体收入突破 30万
元袁脱贫 12 户 27人袁剩下的 8户 12人袁
今年将全部脱贫遥

倾心扶贫铸芳华
要要要记兴桥镇跃中村第一书记尧驻村扶贫工作组组长刘伟

本报记者 施露 通讯员 刘颖

本报讯渊记者 彭岭冤为进一步加强对全镇农机安全监管袁
促进农机安全生产责任的全面落实袁最大限度地消除各类农机
事故隐患袁确保农机安全生产和农民生命财产不受侵害遥 近日袁
千秋农技中心组织人员对全镇范围的拖拉机尧联合收割机等农
业机械进行了安全生产大检查遥

据悉袁该镇通过加强组织领导袁落实责任袁明确专人负责本
次大检查袁结合本镇实际袁制订有效工作方案袁做好农用机械的
检查督查袁确保大检查效果遥 同时袁开展安全宣传教育袁引导群
众参与袁充分利用村广播尧宣传栏尧宣传标语尧横幅等方式袁将安
全生产知识送进田间地头袁对农机大户尧家庭农场等农业经营
主体开展安全知识教育袁宣传讲解农机相关法规政策袁及时掌
握最新农机动态袁让农机安全生产家喻户晓遥 检查中袁工作人员
对参检车辆一律进行机尧证尧牌三见面及机械技术状态等方面
的检验审核遥 在检查中发现的隐患和问题袁及时提出处理意见袁
对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袁进行依法整顿遥

千秋镇

为农机安全“体检”

本报讯渊通讯员 宋玉成 周丽萍 记者 王中印冤为进
一步加强露天烧烤治理袁有效防治大气污染袁改善城市环境质
量袁县城管局执法大队扎实开展露天烧烤专项整治活动袁还广
大群众一个舒适尧健康尧安心的生活环境遥

为切实做好露天烧烤专项整治工作袁该局执法大队强化宣
传袁耐心细致的逐户向经营者宣传露天烧烤违反的相关法律法
规及社会危害性袁引导经营业主自觉将无烟烧烤炉具移入室内
使用袁营造浓厚整治氛围遥 统筹调度街面执法力量袁对城区及各
镇露天烧烤经营情况进行了拉网式排查袁 对城区烧烤店 62家
夜间烧烤经营户人员尧场地尧联系方式进行细致调查并登记造
册袁建立管理台账袁并按照网格化所属区域明确了露天烧烤管
理渊包挂冤责任人遥 为了防止露天烧烤经营行为回潮袁该局执法
大队将组织督查人员定期对露天烧烤整治情况进行督查袁对不
服从管理经营户进行处罚袁持续推进空气净化行动遥 截至目前袁
该局执法人员共走访 62家烧烤店袁发放叶射阳县城区烧烤排挡
整改告知书曳62份袁填写责任承诺书 62份袁同时实现县城区内
所有烧烤门市的烧烤炉改为油烟净化炉袁有效规范了餐饮业户
经营秩序袁净化了城市空气环境质量遥

县城管局

整治露天烧烤守护“射阳蓝”

本报讯渊记者 葛静漪 通讯员 李俊 项文文冤为全面
提升组织标准化建设水平袁提高党务工作者政策理论尧业务素
质和党务工作能力袁日前袁临海镇举办了 2019年度党务工作者
培训班袁镇内 45名党务工作者参加了专题培训遥

野这次培训班干货满满袁就像一场及时雨袁解了渴尧充了电袁
振奋了信心袁对我们这些到任不久的组织工作人员来说袁是一
次极佳的学习机会遥 冶临海镇组织干事郑颖慧说道遥

此次培训班为期 2天袁邀请专家教授尧党校教师和相关部
门工作人员袁通过专题辅导尧现场教学尧交流讨论和能力测试等
方式袁对党务工作者开展关于党员发展尧村干部管理尧干部监督
等方面的培训袁既有政策理论知识袁又有基层党建工作实务袁让
大家在学习活动中提高思想境界袁 提升业务能力遥 培训期间袁
野入党初衷大家谈冶调查环节中袁党务工作者们相互交流入党初
衷袁各自袒露入党后的成长经历与心路历程遥 大家纷纷表示此
次培训受益匪浅袁今后将继续坚守信念袁不忘初心袁牢记使命袁
永葆党员的先进性袁积极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遥

打铁还需自身硬袁党务工作者更需如此遥 一直以来袁临海镇
以加强培训为基础袁严格督导袁不断提升党务工作者能力袁着力
打造一支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党务工作者队伍袁为党建工作提
供坚强有力的组织保证遥 野此次培训内容针对性强尧形式丰富多
样袁除了知识培训外袁还有针对性的业务能力测试袁让学员们在
学习过程中及时查找差距尧尽快补齐短板袁在今后工作中进一
步履行党建职责遥 冶该镇分管负责同志说遥

临海镇

党务工作者培训班开班

本报讯渊通讯员 成麟祥冤盘湾镇创新基层社会治理野234冶
工作法袁依托党建引领袁引导全民参与袁共同筑牢平安发展基
础遥

抓实野二种形态教育冶袁引导全民参与遥 融合党建尧法治两种
教育形式遥 结合野不忘初心窑牢记使命冶主题教育和野大走访冶活
动袁组建野基层社会治理冶政策文艺宣传队袁常态化开展身边好
人宣讲尧法律法规宣讲等内容袁引导群众野爱家乡尧感党恩尧跟党
走冶袁在学校创新开展野订单式冶普法袁开展学生野模拟法庭冶袁增
强学生法治意识遥

建立野三项工作机制冶袁凝聚工作力量遥 该镇创新联动联调尧
分析研判尧群防群治三项工作机制袁着力构建镇综治中心尧矛调
中心尧便民服务中心一体化运行遥 依托村级综治中心袁形成镇村
野联动协调尧快速处理冶的格局曰由镇党委书记牵头袁建立完善
野联席会议冶野风险评估冶 等分析研判制度曰 以基层党组织为核
心袁形成人人参与尧人人联防的野多元共治冶格局遥

构建野四联社会治理冶袁构筑平安环境遥 该镇抓实社会治安
联防尧集镇秩序联治尧矛盾纠纷联调尧安全稳定联管野四联治
理冶袁开展由派出所尧安监站尧水利站等部门组成的野五联动冶执
法行动袁整合公安尧市监等部门力量袁综合治理流动摊贩尧车辆
违停等现象曰建立野一村一法律顾问冶制度袁有效提升了人民群
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遥

盘湾镇

“234”工作法推进社会网格化管理

近日袁记者来到海通镇鹏飞病
死畜禽无害化处理中心袁一进入厂
区就看到涂匀了消毒泡沫的运输
车缓缓地驶入消毒房袁刚刚卸下病
死猪的运输车正在接受消毒遥 野给
车消毒是为了防止病死畜禽身上
的病菌造成二次污染袁所以要做好
消毒手段遥 病死畜禽如果处理不当
的话会严重影响动物食品安全和
环境安全袁我们的工作就是消除这
些隐患的遥 冶鹏飞病死畜禽无害化
处理中心总经理秦飞告诉记者遥

进入无害化的处理车间袁车间
里的现代化设备都在密闭运转袁形
成了一个完整的运转链遥 野我们项
目选址是经过农业农村局尧生态环
境局尧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等部门现
场认定的袁还聘请了专业设计院进
行设计袁 得到了农业农村部尧 省尧
市尧县专家充分肯定遥 冶秦飞自豪地
对记者说道袁野我们的无害化处理
技术选用的是国内目前技术最成
熟工艺技术装备袁整体投料破碎干
式化制法尧 真空负压低沸点干燥尧
杀菌灭毒尧罐内降温袁油水渣分离
在化制罐内一次完成袁物料化制完
后只需浸出分离袁 即破碎-化制-
出料-油水分离一体多用机-榨

油-干燥-粉碎-定量包装曰废气尧废水经过科学规范
处理袁整个生产过程无异味尧无二次污染袁低能耗生
产袁环保尧节能优势明显遥 冶

野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是保障畜牧业持续健康发
展以及社会公共卫生安全的重要手段遥鹏飞病死畜禽
无害化处理中心自 2017年投产至今袁 累计处理了病
死猪 26 万头尧家禽 16 万羽尧病死牛 100 头尧病死羊
500只尧病死狗 85条尧代盐城海关处理违规入境动物
产品 56吨尧代市农业农村局处理废弃检测样品 3000
份袁为我县畜禽产品质量安全和生态环境保护做出了
巨大贡献遥 冶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说道遥

野未来的日子里袁我们会一如既往地坚持做好病
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工作遥 继续加强技术和环保投入袁
进一步完善运行管理规范袁为保障全县人民的食品安
全尧环境安全继续努力遥 冶秦飞义正辞严地说道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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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快来看袁姐姐袁我给这位老奶奶贴了两个弯弯的
眉毛袁加上一个向上翘的嘴巴袁这样就跟我奶奶笑起
来一样温暖啦遥 冶日前袁在四明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内袁 一个小男孩正举着情绪脸谱让志愿者姐姐看袁脸
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遥

这是四明镇开展的野我是健康小卫士冶活动的一
个镜头遥 志愿者团队以体验式教育为主袁开设基本情
况问卷调查尧暖场游戏尧制作情绪脸谱尧制作情绪树尧
健康心理小课堂尧合影留念 6 个环节袁帮助留守儿童
们形成积极的情绪调节策略袁泰然面对变化的事物和
环境袁为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保驾护航遥

野多年来袁我儿子儿媳常年在外打工袁一年都回不
来几次袁我这做奶奶的只能照顾好孙女身体袁让他们
不要有后顾之忧袁但毕竟我们没什么文化袁也不懂还
要关爱孩子的心理健康遥 冶黄奶奶感慨道袁野这个活动
让孩子们开开心心的学了很多健康知识袁很有意义遥冶
在场的家长也都纷纷表示袁今后要和小朋友一起互相
监督袁共同养成健康良好的情绪袁培养健全的人格袁让
孩子们更快乐的成长遥

野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学校上学中袁孩子
们都可能因为一些话语使情绪受到波动遥 冶该镇民政
办负责人介绍袁野此次耶我是健康小卫士爷活动的开展
就是想唤起全社会对留守儿童这一特殊群体的心理
健康的关注袁让他们能和同龄人一样感受到来自社会
的关爱袁共享和谐社会发展果实遥 冶

呵护儿童心理健康
本报记者 李文华

近日，笔者趁“五一”小长假到合德镇友爱生态
园游玩，体验乡村游的快乐。由于天气晴好，生态园
内有不少游人，有的摆开报纸，把随身带来的大包
小包食品拿出来，边吃边赏美景。笔者发现，不少游
客在赏完景，吃完东西之后，就拍屁股走人，景点里
那整片的垃圾却无人问津。看着这些满地的垃圾，
笔者不禁要提醒广大游客：乡村游，忘记文明。

眼下，风和日丽，参加乡村一日游正是好时候。
加之乡下的景点、农家乐等又很多，每到周末或节
假日，这些适合郊游的景点和农家乐里总是游人如
织。但与美景极不相符的，却是游客留下的满地垃
圾。这些垃圾有的是可以回收的，附近的村民会前
来捡走当废品卖，但那些不可回收的垃圾却留在景
点里，成了景区里的一道“败景”。其实，作为一名游
客，外出参加乡村游带些食品、饮料等，是很正常的
事情。但笔者以为，游客应该要有起码的文明素养，
那就是乡村游之后既要留下“文明”，又要带走“垃
圾”。这样的乡村游才是文明而有意义的。可是，不
少游客既没有带走垃圾，也没有留下文明。在景区

里乱扔乱丢各种生活垃圾，吃不完的食物随意抛
弃，有的还随地大小便，见花就摘、见枝就折且随处
乱丢。试想，如此乡村游，你的行为文明吗？

众所周知，小小一堆垃圾，看似很小，但它却能
折射人的文明素养。如果每一位游客都能做到人走
垃圾也走，那你给景区留下的不仅仅是文明，更是
你的美德和修养。相反，如果大家都人走而留下一
地的垃圾，这里的美景也会因此而“黯然失色”。可
见，美景是与我们游客的文明、美德和修养等紧密
关联的。

希望我们每个人在乡村游时让顺便“带走垃
圾”成为自觉行动。如此，美景才能永远“美下去”。

乡村游，别忘记文明
易木

近日袁县公安局组织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知识竞赛袁采取现场答题的形式袁分必答尧抢答尧风险题三个环
节袁场上每位选手认真思考尧冷静答题袁现场交流互动频繁袁来自各业务大队尧基层所队的 18名民警选手袁纷
纷展示了自己丰富的知识储备和敏捷的反应速度袁经过紧张激烈角逐袁参赛队分别角逐出一尧二尧三等奖袁活
动再次掀起该局民警学习扫黑除恶相关理论知识袁投身扫黑除恶斗争的热潮遥 袁祥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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