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履行野一岗双责冶不力袁对管辖范围
内的违纪违规问题和不正之风不抓不
管袁 对党员干部队伍中出现的苗头性尧
倾向性问题袁没有做到早教育早提醒早
纠正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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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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渊记者 彭岭冤5月 9日下午袁市委台办主任尹贵尧一
行来我县调研野同心汇盐窑石榴花开冶活动开展情况遥 县委常委尧组
织部长尧统战部长田海波陪同调研遥

座谈会上袁尹贵尧对我县桃园村野同心汇盐窑石榴花开冶活动开
展情况表示肯定遥 他希望我县要提高政治站位袁带着感情尧带着责
任到民族村开展活动曰要扬长避短袁结合民族村本地特色产业袁找
准切实可行的发展路径曰要全方位争取政策支持袁帮助少数民族低
收入群众脱贫致富袁增强民族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遥

田海波表示袁野同心汇盐窑石榴花开冶活动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
大精神尧践行野全面实现小康袁少数民族一个都不能少袁一个都不能
掉队冶的具体行动袁是帮助民族村加快发展尧帮助少数民族低收入
群众实现脱贫的重要举措遥 我县将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袁 精准发
力袁因地制宜袁努力把桃园村打造成帮扶的典型尧发展的标兵遥同时
聚焦政策尧聚集资源袁创新帮扶机制袁制定帮扶措施袁确保野同心汇
盐窑石榴花开冶活动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遥

会后袁尹贵尧一行还实地走访少数民族家庭袁详细询问他们的
家庭情况和工作情况袁了解生活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遥

市委台办来射调研“同心汇盐·
石榴花开”活动开展情况

本报讯渊通讯员 丁琪 徐位杰冤5月 9日袁盐城市农业农村
局副局长刘井良一行 3人来我县调研农业产业化工作袁 了解农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安全生产和发展动态袁 听取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负责人的意见和建议遥 副县长徐旭东陪同调研遥

调研组一行先后来到射阳经济开发区大冠食品尧庆缘康生物尧
洪宁食品袁射阳港经济开发区众盈农产品袁黄沙港镇洪美食品和洋
马镇海越麦芽尧宏健粮油等地袁现场察看企业生产经营情况袁并逐
一了解各单位安全生产经营情况遥 调研组对我县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安全生产经营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袁 认为我县农业龙头企业
在完善运行机制尧安全生产等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效袁希望我县进
一步强化企业安全生产袁 并重点做好新办规模龙头企业等方面的
工作遥

近年来袁我县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取得了较快发展遥 2018年
底袁全县龙头企业总数达到 227家袁其中省级龙头企业渊专业批发
市场冤16家袁居全市前列遥产业门类不断拓宽遥已形成粮油加工尧水
产品加工尧花纱布尧茧丝绸尧蔬菜脱水保鲜尧木材加工尧畜禽加工尧功
能性食品和乳制品等加工行业遥品牌意识明显增强遥一批龙头企业
相继通过了 ISO9000尧HACCP尧GAP尧GMP等质量体系认证遥 野陶
字冶牌大米尧野鸿图冶牌生丝尧野苏垦冶牌麦芽尧野双山冶棉纱等产品获得
省名牌产品称号曰洋马菊花尧射阳大米等产品通过国家地理标志产
品认证袁华宏尧杰龙尧庆缘康等龙头企业商标荣获省著名商标曰射阳
大米尧双灯尧双山尧桃园家饰等商标获中国驰名商标遥

市农业农村局来射
调研农业产业化工作

本报讯 渊记者 成杰 通讯员 沈
祥冤野海河现代农业服务中心项目总投资
1500万元袁占地面积 7000平方米袁项目
建成后以中心为载体袁以农机规模作业尧
农资集中采供尧农药统防统治尧农业科技
服务为主要服务内容袁 为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和普通农户提供综合性尧 系列化服
务遥冶5月 5日上午袁位于海河镇海关居委
会的海河现代农业服务中心项目现场一
派繁忙袁该项目负责人告诉记者遥此项目
是县供销合作总社所属海河供销社投
资袁 是今年县供销社服务乡村振兴实施
的一项重要举措遥

县级供销合作社是为农服务的前沿
阵地袁是服务野三农冶尧服务乡村振兴的重
要载体遥近年来袁我县供销合作总社不断
深化综合改革尧强化基层组织建设尧优化
为农服务体系袁 贯彻国家服务乡村振兴
战略,全力推进服务乡村振兴,被省供销

总社确定为市级服务乡村振兴示范区建
设先行县和江苏省 20强县级供销社第 6
强遥

综合改革创新持续深化遥 完善治理
结构袁优化联合社运行机制袁出台县供销
合作总社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
规定尧落实县社野三定冶方案袁构建县总社
主导的行业导体系和社有企业支撑的经
营服务体系野双线运行机制冶曰全力推进
叶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意
见曳袁出台县级社叶综合改革发展专项资
金管理办法曳叶综合改革发展专项资金使
用管理实施细则曳袁 系统内 10多家企业
已享受到了综合改革带来的政策 野红
利冶遥 加强省市县三级社资本合作袁争取
省尧市供销社项目资金参股袁省市社累计
对我县供销社系统项目建设股权投资达
2300万元曰 加快对基层组织以股权投入
为主要内容的股份制改造袁 目前全系统

参股控股企业 21 家, 供销社股本总额
11324万元, 占企业总资本的 32%袁13家
基层供销合作社全部实现股份制改造或
重组遥

为农服务彰显野多位一体冶遥 推进农
产品市场综合服务袁 加大农产品市场建
设力度袁 联合县农水集团共同投资在县
城新建 4家综合农贸市场袁 今年年内 2
家将投入运营遥 不断拓展农业配套服务
项目袁长荡供销社尧康源食品分别投资建
设粮食烘干储藏仓遥 积极探索粮食经营
改革袁 临海和长荡供销社创办 野粮食银
行冶挂牌运营遥 农村电商不断发展袁推进
野一村一品一店冶农村电商服务站建设,建
成县级农村电商运营服务中心 1 家和
150个镇村电商综合服务站, 全县 10个
省定经济薄弱村电商服务站实现全覆盖,
县尧 镇尧 村三级电商服务新格局初步形
成遥充分发挥领办尧参办各类农民专业合

作社的作用,拓展农业生产服务,推广农
业社会化服务面积 15万亩, 土地流转面
积达 18.3万亩; 促进乡村绿色发展收到
实效,推广秸杆综合利量达 15.7万吨遥
基层组织体系日臻完善遥 以加快基层社
分类改造为主线,创新理念,积极探索社
村共建尧能人领办尧自主创办等形式,丰富
基层组织建设路径遥 全系统通过加强基
层组织建设,各类新型农业经营服务主体
数量和质量不断提升,服务三农的手段更
加完备尧机制更加灵活遥2018年新建提升
农村综合服务社 10个, 创办农民专业合
作社 4个, 培育为农服务合作联合社 2
家,创办综合性农民合作社 1 家,新建现
代农业服务中心 2家,1个乡村经营服务
综合体投入运营,新建提升秸杆综合利用
4个,创建野三体两强冶示范基层社 1个,改
造薄弱基层社 2家, 培训农产品经纪人
316人次遥

县供销社精准施策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渊通讯员 夏范兴冤为营造浓厚的读书氛围袁鼓励机关
全体人员将阅读融入工作和生活袁 县纪委监委组织开展图书赠阅
活动袁通过推广阅读袁优化知识结构袁不断提升机关干部思想政治
素质和人文素养遥

县纪委监委聚焦阅读的广度尧深度尧高度袁精心选择阅读书目袁
图书种类涵盖 野政治理论冶野纪检监察业务书籍冶野其他冶 共计 468
本袁可谓形式多样尧种类繁多袁广大纪检监察干部根据自身读书需
求和喜好选择种类名目遥下一步袁全体机关干部将利用业余时间潜
心阅读袁并结合各自思想实际袁认真撰写心得体会曰定期开展读书
荐书交流会尧经典朗诵等活动袁以书为友尧交流分享尧启迪智慧尧提
升能力遥

大家表示袁新时代尧新担当尧新作为袁广大纪检监察干部要多读
书尧读好书尧好读书袁通过阅读不断加强政治学习和业务学习袁为综
合素质的提升打下坚实基础遥

县纪委监委

打造“书香型”纪检机关

本报讯渊通讯员 王荣 记者 周蓉蓉冤为满足广大
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袁 推动镇村新时代文明实
践活动有序开展遥 近日袁黄沙港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在海
星居幸福小广场举办野舞动红五月袁唱响新渔都冶群众文
艺展演活动遥

伴随着优美激昂的旋律袁演出在集体舞叶渔都梦想曳
中拉开了帷幕遥 男子独唱叶强军战歌曳铿锵豪迈尧意气风
发袁幼儿舞蹈叶梦想的列车曳风趣生动尧可爱活泼袁伴奏演
唱叶走进新时代曳充分演绎中华传统乐器的魅力袁歌伴舞
叶我们都是追梦人曳真实地反映了黄沙港广大干群在党的
正确领导下斗志昂扬尧展望未来的良好精神风貌遥

展演节目由村居尧机关尧学校文艺爱好者自发报送袁
村居文化员全员参与袁镇文化站以歌颂党尧歌颂祖国尧展
现建国 70周年辉煌成就为主题统筹编排袁节目形式包括
舞蹈尧歌曲演唱尧民乐乐器演奏等遥 整齐有力尧动感十足的
表演吸引了众多居民尧来往群众驻足欣赏袁活动现场气氛
热烈喜庆袁掌声连连袁不少观众拿起手机袁记录精彩场景遥
一个多小时的精彩演出在全体演员挥舞五星红旗 叶歌唱
祖国曳大合唱中圆满结束遥

野此次演出不仅为群众文艺活动队伍提供了一个很
好的展示自身水平尧相互交流的平台袁还为群众带来了一
场美好的文艺盛宴袁极大地激发了广大群众的创作尧演出
热情袁在满足广大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的同时袁展现了我
镇群众健康积极向上的社会文明风尚遥 冶活动结束后袁该
镇相关负责人表示遥

黄沙港镇

群众文艺展演精彩纷呈

本报讯渊通讯员 邓寒青冤为深入开展野510冶警示教育活动袁切
实增强干警廉洁自律意识袁强化队伍建设袁近日袁县法院组织全院
干警赴县廉政教育馆学习参观袁接受廉政警示教育遥

在廉政教育馆内袁干警们参观了野初心如磐尧文化溯源尧时代命
题尧警钟长鸣尧新的征程冶等五个版块内容袁从直观的图片尧影像中
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党风廉政建设取得的成就尧 历史上反腐倡廉的
宝贵遗产尧县党风廉政建设成果袁同时从违法违纪典型案例中吸取
教训袁自我警醒袁进一步提升党性修养遥

县法院

组织干警接受廉政警示教育

本报讯 渊通讯员 韩珍梅 记者 杨向东冤野为了减
轻病虫草鼠危害袁确保三麦丰收袁应做好当前的小麦赤霉
病防治工作噎噎冶近日袁合德镇合顺村种粮大户贺大叔一
打开手机袁就看到这样一条短信遥

为了更好地指导农民科学种田袁 减少自然灾害带来
的损失袁入春以来袁合德镇农技中心除举办春耕技术培训
班尧实行农技人员包村指导外袁还组织农技人员根据农时
和气候变化情况编写农情短信袁并通过 QQ尧微信和手机
短信等平台及时发送给村尧组干部和种植大户遥 此外袁不
定期发放叶病虫情报曳袁既使农户能合理安排农事袁又能减
少损失遥

据统计袁入春以来袁该镇农技中心已组织编写野农事
短信冶近 30条袁发放农技短信 1000余条袁指导村民做好
油菜追肥尧花生育种尧小麦赤霉病防治等田间管理工作袁
使村民更快更好地掌握各种农技生产知识袁 以提高科学
生产和经营管理的能力袁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遥

合德镇

“农事短信”助春播

本报讯(通讯员 徐清华 陆川 冯小雨)连日来袁洋
马镇抢抓当前有利时机袁组织人员沿陈李线尧盘黄线尧药
材线尧辉丰线尧潘北线等袁栽植红叶石楠尧女贞尧青芽等树
木袁野四好公路冶创建如火如荼遥

为加快野四好公路冶建设袁巩固农村环境整治效果袁今
年以来袁该镇投资 80多万元袁重点实施公交沿线林基拓
宽绿化提升工程遥为加快工程推进落实遥镇尧村尧组三级定
期会办袁通报工程完成进度和质量袁每个村居安排一名专
职督察员袁划分责任区袁全天候不间断巡视督查袁指导积
土平整尧 挖坑栽植以及打扫路面袁 确保全过程高标准推
进遥 同时严格把好质量关遥 对拓宽的路基验收后进行栽
植袁非特殊地段袁两面路基积土未达到两米尧平整质量未
达标必须返工遥 采购的苗木进行严格把关袁按照绿化设计
标准对苗木的根系尧胸径尧冠幅尧高度等逐项逐棵检验袁要
求合格率达到 100豫袁对规格尧质量未达到要求的一律予
以退回遥 苗木种植完成后袁由修剪技术人员袁严格按照设
计要求及树木生长特性对苗木进行整形修剪袁 及时做好
水肥管理和病虫害防治袁确保野栽一片尧活一片袁管一片尧
绿一片冶袁达到预期的绿化及观赏效果遥 截止 5月 9日袁全
镇已实施公交沿线交通绿化 25 公里袁 两侧清除原有树
木袁 积土拓宽路肩 1.5-2米袁 栽植胸径 6公分规格国槐
600棵袁配套青芽球尧红叶石楠球 6000棵袁路旁种植三叶
草 1150公斤遥

洋马镇

交通绿化为“四好公路”增添美景

本报讯渊通讯员 杨眉冤为全面推进住房公积金野一窗一网冶建
设袁射阳公积金管理部于日前召集射阳建行尧农行尧工行尧中行尧邮
储等五家住房公积金承办银行袁就住房公积金野只见一次面冶贷款
审批工作向各承办银行提出操作要求遥

射阳公积金管理部组织业务承办人员学习新出台的住房公积
金缴存尧提取尧贷款三个细则袁扎实提高住房公积金业务水平曰明确
专人负责住房公积金组合贷款的承办工作袁 并到上级行及管理部
现场学习具体业务流程曰做好组合贷款相关材料的收件尧审核尧录
入和传递工作袁确保贷款审批在三个工作日内完结遥各承办银行表
示袁将明确专人承办住房公积金组合贷款业务袁并立即开展学习和
培训工作袁严格按照野只见一次面冶贷款审批工作要求袁全面做好住
房公积金贷款发放工作遥

射阳公积金管理部

简化流程方便市民贷款

野现在河上没有漂浮物和杂物袁河水干净袁没有异
味袁两岸护坡修得齐整袁绿化栽种到位遥冶日前袁四明镇
双六村组织庄河中沟周评活动袁7名河段长在村总河
长的率领下逐河巡查点评遥 这是该镇推行野河长制冶
催生和谐野水环境冶的一个镜头遥

近几年来袁四明镇在河道管护工作中袁建立村镇
周巡查点评尧月轮查考核制度袁压实全镇河长尧河段长
的责任袁各项管护工作有力开展遥 四明镇双六村河段
长顾正永介绍院野通过一周的巡查和点评袁以及一个月
的考核打分袁我们河长确实感到责任大尧压力大袁河道
管护工作不敢马虎遥 冶四明镇在完善规范河道管护工
作中袁村里每周巡查点评袁镇里月末轮查考核打分遥点
评评出了高低袁考核量化了差距遥 全镇各村河道管护
比学赶超袁亮点频出遥 四明镇建华村党总支书记顾昕
介绍院野目前袁 我们村河坡上种的是太阳花和麦冬袁麦
冬已经长出来了袁但还有少部分的河道尧地段有扒坡

种植的现象袁我们将全部清理掉袁继续栽麦冬袁补种太
阳花袁不让老百姓扒坡种植遥 冶
巡查轮查机制的规范袁让河道管护从过去的被动

应付转为积极应对袁也保证了河道长效管护效果遥 四
明镇建中村村民王家连说院野我们申庄村号召群众来
帮助清理河边的杂草以及漂浮物袁村民们齐心协力一
同上阵袁水面上一直都是洁净遥 冶

野我镇将进一步落实责任袁加强督查袁建立问题清
单袁跟踪整改制度袁完善长效管护机制袁努力使全镇的
水环境得到更好的提升遥 冶四明镇相关负责人对记者
说遥

“河长制”绘就人水和谐新画卷
本报记者 李文华

5月 9日下午 2点多钟袁笔者来到长荡镇宏才居
委会采访袁只听见位于该居五组境内的四长线公路东
侧的村民王玉树小门市上袁传出嗒嗒嗒的缝纫机声和
女人们的欢笑声遥

笔者怀着好奇心走近一看袁 原来是一群农家妇
女正在加工儿童皮鞋遥

该镇三中村今年 52岁的夏秀花喜滋滋地告诉
笔者院野以前袁我们这些农村妇女袁一闲下不是串门聊
天就是打麻将尧斗地主袁现在王玉树在我们居委会办
了一个儿童皮鞋加工车间袁 我们农闲时就来这里打
工袁每天也能挣上七尧八十元袁何乐而不为呢浴 再说口
袋里有钱袁什么都不愁啊浴 冶

野我们长荡镇早在 30多年前就有生产皮鞋的耶一
技之长爷袁全镇共有大小皮鞋加工厂渊点冤30多家袁可

以说我们这些农家妇女都有一手加工皮鞋的 耶绝
活爷遥 冶该镇中河村 53岁的村民卞凤芹笑呵呵地说遥
据该加工车间的负责人王玉树介绍袁他自己是一

名共产党员袁带领当地农户走兴业富民乡村振兴之路
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遥他原来曾经在一家皮鞋
厂工作过袁有加工皮鞋的手艺袁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袁
他与上海良驹鞋业有限公司达成加工野莎妮熊冶童鞋
的合作协议袁从而让上海的野莎妮熊冶野跳冶到居民的农
家院袁帮助带动当地居民实现增收致富遥 现在他们每
月生产的儿童鞋就有 3000双左右袁 在他车间上班的
10多名工人全是农家妇女袁每月的工资都在 2000元
左右袁并且还不耽误家里农忙农活遥 仅今年 1至 4月
份袁王玉树的加工点已加工皮鞋 1万多双遥

“老手艺”趟出致富“新路子”
本报通讯员 陆海英 张建忠

近年来袁为全面加强学生的文化素养袁让学生了解尧体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袁主动传承尧传播和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袁培育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袁我县开展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活动遥图为千秋小学戏曲文
化教育传承基地袁学生们在课堂上学习淮剧遥 周晨阳 吴炘恒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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