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 11日上午袁值第 11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前夕袁县应急管理局尧气象局尧地震局尧消防大队尧红十字
会等多部门在虹亚社区活动广场联合开展科普知识宣传活动袁 普及防灾减灾知识遥 现场共发放防灾减
灾宣传材料 4000余份袁发放急救包等宣传品近千份袁提供现场咨询 100余人袁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和社会效益遥 成杰 摄

本报讯渊记者 葛静漪 通讯员 陈婷冤今年以来袁千秋镇把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袁以高
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袁精心谋划袁周密部署袁大力度推进袁多举
措扎实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工作遥
强化组织领导袁注重统筹协调遥该镇及时召开相关工作会议袁全

面部署工作袁由镇宣传办制定工作提示单负责具体组织尧督促落实袁
同时镇党政办尧司法所尧农经站等相关站所协调指导袁形成工作合
力遥 将文明实践工作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尧脱贫攻坚等工作部署紧
密结合袁与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紧密结合袁大力实施农村环境综合整
治袁切实改善村居面貌遥
明确责任主体袁强化工作落实遥 各党组织负责人承担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建设的主体责任袁负责统筹规划文明实践站建设和工作开
展袁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落实遥 镇宣传办充分发挥指导尧协调作用袁做
好文明实践内容的审核把关袁统筹调配各种资源和力量袁加强对活
动开展情况的督促检查遥
加大宣传力度袁营造良好氛围遥 各相关站所负责做好该项活动

的牵头组织工作袁活动涉及相关部门积极配合袁为开展文明实践活
动提供保障遥同时充分利用大喇叭广播尧标语横幅尧建立微信群等多
种形式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宣传党的创新理论成果袁多渠道尧全方
位尧立体式宣传袁注重思想性和实用性相结合袁并加强对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建设工作的宣传报道袁努力营造良好宣传氛围遥

千秋镇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有序开展

本报讯 渊通讯员 夏冬富 蔡云龙冤5 月 10
日下午袁县卫健系统迅速组织全县医疗卫生机构
主要负责人尧机关各科室负责人袁学习贯彻市县
党员干部警示教育大会精神袁观看廉政警示教育
片袁做到以案明纪时刻绷紧廉洁自律之弦遥

会议要求袁 全县卫健系统要提高思想认识袁
充分认清当前行风作风建设的严峻形势袁持续加
强反腐倡廉教育袁不断深化作风建设袁深入开展

专项整治工作袁以坚定的责任担当袁务实的工作
作风袁扎实推进全县卫生健康系统党风廉政建设
提质增效袁为加快健康射阳建设提供坚强保障遥

会后袁大家纷纷表示袁要以案为鉴尧筑牢防
线袁严格自律自警袁恪守清廉之道袁树立风清气正
的良好行业形象袁确保党风廉政各项工作任务和
要求落到实处遥

县卫健系统以案明纪绷紧廉洁自律之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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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渊记者 成杰冤5月 11日上午袁县召开形式主义尧官僚主
义暨营商环境专项巡察动员部署会遥 县委常委尧县纪委书记尧县监
委主任胡国良主持会议并讲话袁 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戴淦宣布专
项巡察组组长尧副组长授权和任务分工遥

胡国良指出袁 开展专项巡察是落实中央和省市县委决策部署
的具体体现袁是改进机关作风的重要抓手袁是加快射阳发展的现实
需要袁 巡察组要抬高政治站位袁 充分认清开展专项巡察的重要意
义袁全力促进服务效能提升尧营商环境大改善遥 要把握关键环节袁圆
满完成专项巡察任务遥 围绕巡察任务袁把准监督重点曰优化巡察方
式袁提高工作效能曰用好巡察成果袁推动解决问题袁确保圆满完成任
务遥强化责任担当袁切实加强专项巡察的组织领导遥加强工作协作袁
自觉接受监督袁严格纪律作风袁激发巡察队伍内生动力袁确保巡察
工作有力有序有效开展遥

县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成员袁县委专项巡察组全体成员尧县委
巡察办全体人员袁被巡察单位负责人等出席会议遥

县部署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暨营商环境专项巡察工作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叶关于压缩不动产登记办理时间的
通知曳袁切实改善我县营商环境袁落实野3550冶袁经县委县政
府同意袁于 2019年 5月 12日袁将县房产管理处房产交易
管理尧交易档案管理尧房屋面积测绘审核尧网签合同备案四
项职能正式划转至自然资源管理和规划局遥 现依据 2019
年 5月 1日起正式实施的叶江苏省不动产登记条例曳袁对我
县不动产登记流程调整如下院

1尧精简商品房转移登记交易备案的受理和审核环节曰
2尧精简存量房转移备案的受理和审核环节曰
3尧精简抵押预告登记转正式的备案受理和审核环节曰
4尧合并办理商品房销售预告登记和抵押预告登记曰
5尧 合并办理存量房网签合同备案和不动产登记受理

环节曰
6尧实行房地一体测绘审核制度遥
自 2019年 5月 13日起袁各类网签合同备案及预告登

记尧 房屋面积测绘审核均在射阳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遥
不动产登记中心承诺一般不动产登记三个工作日办结遥服
务热线电话院96510遥
特此公告

射阳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2019年 5月 13日

公 告

本报讯渊记者 王茜冤5月 11日上午袁射阳窑苏州大学产学研合
作交流恳谈会在县人才公寓 9106会议室举行遥 苏州大学材料与化
学化工学部副主任尧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执行院长吴铎等一行 8人
出席会议遥 副县长轩萱主持会议并讲话遥

轩萱向与会专家学者介绍了我县的交通区位尧产业发展尧平台
载体尧政策环境等情况遥他说袁近年来袁通过全县人民的共同努力袁我
县主要经济指标增幅从全市谷底跃升到全市前列袁顺利建成国家级
卫生县城尧江苏省文明城市袁并以野生态+冶优势入选全国县域经济百
强县遥前不久袁被叶半月谈曳杂志社评为 2018十佳最具投资营商价值
的城市遥他表示袁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袁对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优
化袁增强发展后劲意义重大袁深化产学研合作交流袁促进科技成果转
化袁将为我县产业发展实现更大突破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遥
会上袁与会专家学者对我县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表示肯

定袁并各自结合其研究方向袁对加快科学技术转化和合作交流进行
广泛的探讨遥会后袁专家组一行先后赴航空科技产业园尧友普新材料
科创园进行实地考察遥

射阳·苏州大学产学研
合作交流恳谈会在射举行

野叶茂林荫翠盎然袁白鹤翩翩歌云巅袁滩涂抱拥将绿
送袁一汪清水迎客来冶是如今全县旖旎风光的真实写照遥
近年来袁我县紧紧围绕打造野生态射阳冶这一目标袁借力
优质自然资源和环境优势袁 打响乡村生态旅游品牌袁引
导发展绿色生态种养袁营造和谐宜居人居环境袁不断描
绘美丽乡村画卷遥

生态旅游野醉冶游人
3月初以来袁慕名千秋镇的游客纷至沓来遥 只要天

气晴好几乎每天都能看到游客在这里踏青尧垂钓尧赏花袁
野生态旅游冶已成为该镇的一张亮丽名片遥

近年来袁 该镇不断加快现有景点资源提档升级进
度袁以水为媒袁新建多个休闲景点袁逐步完善点尧线尧面结
合的野千秋一日游冶观赏路线袁从而提升千秋旅游整体水
平遥 与此同时袁引导有想法尧会经营的农户发展野农家
乐冶袁鼓励农户售卖土特产品袁共享旅游产业发展红利袁
切实增加农民收益袁着力形成吃尧住尧游尧购野一条龙冶的
乡村旅游产业袁促进乡村经济发展和周边群众在家门口
脱贫致富遥

野我们镇正在利用现有的旅游自然资源袁依托射阳
河流经我镇的自然优势袁 倾力打造阳河湾旅游景区袁为
农民开拓新的致富门路遥 冶该镇主要负责人介绍道袁在发

展阳河湾生态游的思路敲定后袁 该镇动员群众修桥铺
路袁开拓观光线路遥近年来袁该镇为促进旅游发展不断加
大投入袁投入近亿元袁修通村组公路 26条袁全镇水泥公
路通组率达 100%遥

绿色种养有野钱途冶
一条条水泥路延伸进茫茫绿野袁一辆辆汽车载满土

特产品驶向全国各地遥昔日的贫困小村变成了今日的果
园袁农副产品变成了紧俏商品遥 这是合德镇友爱村近年
来的美丽嬗变遥

近年来袁合德镇在发展传统农业的基础上袁将农业
生产尧休闲观光旅游和生态环境保护相结合袁围绕草鸡尧
龙虾尧西瓜尧草莓等特色种养业袁对农业结构进行调整袁
帮助农民增收致富遥 野我家养了 1000多只蛋鸡袁年收入
可达 2万元左右遥 冶在家门口创业的该镇耦耕堂村民王
华高兴地说遥

该镇通过野合作社+农户冶野能人+农户冶等模式袁积
极发展生态农业遥 引导农民发展无公害水果尧无公害蔬
菜等绿色经济作物袁养殖林下蛋鸡尧散养山羊等遥 野在完
善基础设施基础上袁培育产业造好血袁夯实产业发展袁着
力打造特色农业袁引导产业带头人和有劳动能力的贫困
户共同致富遥冶该镇党委主要让负责人介说遥该镇在凤凰

现代农业示范园和友爱现代农业生态园发展反季节果
蔬种植遥 同时袁该镇鼓励农民种植苗木尧大蒜袁高效特色
农业产业使该镇农民年人均增收 8000多元遥

康居新村添野福祉冶
干净的街道上不时有车辆经过袁健身广场上渔民们

怡然自乐曰走进一幢幢精致的楼房看到的是一张张洋溢
着幸福的笑脸袁听到的是对家乡变化的由衷赞美噎噎这
是日前记者在黄沙港镇的见闻遥

野街上装了监控和路灯袁家里通了自来水袁巷道都进
行了硬化袁现在我们这个渔港小村搞得一点也不比城里
差遥 冶黄沙港镇海丰居委会居民黄小英对记者说遥

近年来袁该镇着力提升集镇品位袁不断完善配套设
施袁开展垃圾处理尧污水处理尧村庄美化尧民居改造尧厕所
改造等一系列农村清洁工程和人居环境改善工程遥 如
今袁房屋规划科学合理袁房前屋后干净整洁袁基础设施一
应俱全已经成了该镇居民住房的野标配冶遥该镇还依托创
建文明村镇的契机袁积极开展野星级文明信用户冶野好媳
妇冶野好邻居冶等创评活动袁通过创评活动塑造先进典型袁
以身边好人尧身边好事带动全镇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双
丰收袁倡导村民摒歪风尧弃陋俗袁讲文明尧树新风遥

旖旎新景入画来
要要要县加快美丽乡村建设小记

本报记者 杨向东

本报讯 渊记者 杨向东 通讯员 郭馨蔚冤 为深入推进
野作风建设年冶活动袁促进基层党员干部切实增强自律意识袁广
泛接受社会监督遥 近日袁合德镇党委扎实开展党员干部野一句
话承诺冶活动遥

严于剖析袁郑重提出承诺遥 为突出承诺切实可行袁以承诺
践行为抓手袁以诺促做袁转变工作作风袁镇纪委专门下发通知袁
要求基层干部结合排查形式主义尧 官僚主义现象和 野三心二
意冶不良风气袁认真查找思想认识和工作中存在的不足袁按照
合格基层干部的要求袁全镇 341名村居渊社区冤基层干部和工
作人员认真撰写尧郑重提出野一句话承诺冶遥

公开践诺袁监督承诺实效遥 该镇要求基层党员干部侧重从
树牢党性宗旨尧立足岗位职责尧突出廉洁修身尧体现为民情怀
等方面提炼出言简意赅尧通谷易懂的野一句话冶袁承诺内容经所
在党支部审核把关后袁在党员野统一活动日冶现场公布袁接受监
督遥 同时在村居渊社区冤公开栏进行常态化公示袁亮身份尧践承
诺袁做基层群众的贴心人遥

创新举措袁回应群众关切遥 为增强承诺效果袁该镇还要求
在公开栏内增设野问题墙冶和野回音壁冶遥 每月在野问题墙冶公开
群众关切的问题袁办理结果适时在野回音壁冶答复袁此举大力推
动问题在基层解决袁倒逼基层干部提高服务能力袁改进工作作
风袁绝不让承诺变成形式遥

合德镇

开展党员干部“一句话承诺”活动

本报讯渊通讯员 邓寒青 董士玲冤近日袁县
法院专题部署推进 2019年度调研信息宣传工作
和档案盘库工作遥

该院客观分析当前野三项工作冶面临的形势袁
并要求各部门负责人切实履行一岗双责工作职
责袁带头参与野三项工作冶袁做好表率遥实行岗位目
标管理袁各部门要将野三项工作冶任务层层分解袁
责任到人遥 严格考核奖惩袁将野三项工作冶与评先

评优挂钩袁与晋升晋职相连袁加强考核力度遥强化
服务指导袁通过不定期召开短会尧邀请专家作专
题培训等方式对干警野三项工作冶进行指导遥

就档案盘库工作袁 该院成立专门工作小组袁
树立全局意识袁秉承对全院负责尧对历史负责的
态度袁抽调精兵强将袁严明工作纪律袁各部门通力
协作袁合力做好档案盘库工作遥

县法院按下调研信息宣传工作“快进键”
劳动最光荣,奋斗最幸福。前不久，我县 24

人荣获“盐城市劳动模范”称号。他们中有的是生
产一线的普通工人，有的是农村、农场的种养殖
能手，有的是新时期创业致富的企业家，他们是
我县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杰出代表。
劳模精神折射出一个时代的人文精神，劳动

模范们以其主人翁责任感和艰苦创业精神，忘我
的劳动热情和无私奉献精神，良好的职业道德和
爱岗敬业精神，发挥着美好生活的建设者、创新
时代的领跑者、社会和谐的维护者、优秀文化传
承者的作用。劳模不是明星，但他们在百姓心中
闪亮发光；有的劳模做的虽是一件件小事，但正
因为平常而真实，像阳光般无声无息地温暖四
方，引领着新时代的新风尚。让我们向劳模们致
敬！向劳模学习！

向劳模学习，做新时代的奋斗者，就需要我
们在各自的岗位上以劳模为榜样，像劳模一样干
一行、爱一行、精一行。当前，我县正处在决胜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高质量发展、实现盐城中
部率先崛起的关键时期，无论是优化营商环境强
化招商引资还是打赢脱贫攻坚战，没有任何捷径
可走，只有靠实打实地干。要大力弘扬新时代劳
模精神，坚持以干开路、干字当先，聚焦项目强
县、聚力开放创新，奋力谱写新时代射阳高质量
发展新篇章。要站稳立场，干对方向。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树牢“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不折不扣贯彻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县委
工作要求，坚定做“两个维护”的忠诚实践者。要咬定目标，干在
实处。盯紧任务目标，一件工作一件工作地抓实,一个项目一个
项目地抓紧,切实让“规划图”变成“施工图”,让“时间表”变成
“计程表”。特别是广大工人阶级和各级党员干部要发挥主人翁
精神，积极投身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乡村振兴、脱贫攻坚主战
场，心无旁鹜、脚踏实地、快马加鞭地干，在各自岗位上干出新
成果、取得新业绩。

向
劳
模
学
习
，做
新
时
代
奋
斗
者

张
慎
传

5 月 11 日
上午袁 海通镇举
行野学习强国冶知
识竞赛袁 经过激
烈角逐袁 射南村
代表队从镇机
关尧 通兴居委会
等 6 支决赛代
表队中脱颖而
出 袁 荣获第一
名遥
陈健康 摄

依据叶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曳尧叶机动车强
制报废标准规定曳渊商务部令也2009页12号冤和叶省政府办公
厅转发省公安厅尧省安监局尧省农机局关于加强变型拖拉
机安全监督管理工作意见的通知曳渊苏政办发也2009页40
号冤野变拖报废应参照低速载货汽车有关标准从严执行冶
的规定要求袁 现将变型拖拉机强制报废有关标准和事项
公告如下院

1尧配套动力为单缸发动机的变型拖拉机使用年限为
9年遥

2尧配套动力为 2缸以上渊含 2缸冤变型拖拉机使用年
限为 12年遥

3尧 注册登记后达上述年限的变型拖拉机所有人袁应
将机具交机动车回收企业处理袁及时携登记证书尧号牌尧
行驶证及报废证明到牌证核发地农机安全监理机构办理
注销手续遥

4尧连续 2年以上渊含 2年冤未按规定参加定期检验的
变型拖拉机袁农机安全监理机构将按规定予以公告注销遥

射阳县农业农村局
2019年 5月 6日

变型拖拉机强制报废
有关标准和事项公告

Jiangsu Sheyang Taishang County Bank

详询院0515-82200318尧89201588
地址院合德镇人民西路 17号

向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个
人客户，投放的具有指定消费用途
（如住房、汽车、大额耐用消费品、房
屋装修、旅游等）的贷款业务。

产品特点：1、授信审批快捷。在
客户授信资料提供齐全后 1-3个工
作日内办结。2、贷款额度期限。贷款
额度原则上不超过家庭年净收入的

50％，最多不超过 70％，贷款期限最
长不超过 5年。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