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0年风云际会袁中国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袁一跃成
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袁综合国力的历史性跨越世人瞩
目遥 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袁 广泛宣传 70
年来我县经济社会取得的优异成绩和深刻变迁袁充分展示
新时代射阳人的良好精神面貌袁引导和激励全县广大干部
群众为推动全县高质量发展积极贡献力量遥 经研究决定袁
县新闻信息中心从 2019 年 5月下旬至 12月底在全县范
围内开展野爱国情 奋斗梦冶主题征文活动遥

征文要求以散文尧诗歌尧随笔尧回忆录等为体裁袁全面
反映我县在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内取得的可喜成绩和感人
故事,征文须为作者原创袁可以描写 70年来我县经济社会
发展历程袁展示射阳人在新中国成立后敢于拼搏尧奋发有
为的良好精神面貌袁 也可以描写 70年来射阳各方面发生

的深刻变化遥 征文以弘扬主旋律袁体现正能量为主色调袁题
材积极向上尧主题鲜明尧内容健康尧文字优美尧思路清晰遥 散
文尧特写尧随笔字数在 1500字以内袁诗歌尧快板等在 80行
以内遥 文章将在叶射阳日报曳尧叶射阳新闻网曳等全媒体平台
上择优刊登遥

来稿请寄邮箱 819644638@qq.com (联系电话院0515-
87059900冤袁并同时发至我中心全媒体投稿平台袁请在野邮件
主题冶处注明野爱国情 奋斗梦冶遥 作者须留真实姓名尧电
话尧单位尧详细通信地址尧邮箱等信息遥 不同体裁每位作者
限投一篇遥 2020年第一季度将会对征集的文学作品组织评
选遥

射阳县新闻信息中心
2019年 5月 1缘日

爱国情 奋斗梦
要要要要要庆祝建国 70周年征文启事

野个税新政实施后袁公司 90%以上的员工都无需
缴纳个税遥企业没有增加用工成本袁员工的收入却上
涨了袁同时增强了企业发展的信心袁企业和员工实现
了双赢遥 冶县内一家企业的财务负责人介绍说遥

新叶个人所得税法曳实施以来袁改革红利充分释
放袁纳税人的腰包鼓了袁获得感更强了遥

从去年 10 月 1 日起袁 我国个税起征点从 3500
元/月上调至 5000 元/月袁并扩大了 3%尧10%尧20%三
档低税率的级距袁 让中等以下收入群体成为最大获
益者遥

野个税起征点提高仅仅是个税优惠政策的 耶前
奏爷袁更大的减税力度接踵而至院从 2019 年 1 月 1 日
起袁新的个人所得税法正式实施袁纳税人在每月 5000
元的基本减除费用和野三险一金冶专项扣除外袁还可
以依条件享受子女教育尧继续教育尧大病医疗尧住房
贷款利息或者住房租金尧赡养老人等 6 项附加扣除遥
个税新政已实施 6 个月袁 我县个人所得税纳税人已
经将耶真金白银爷的减税耶红包爷装入了自己的腰包遥 冶
县税务局相关工作人员说遥

野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袁基本上都既要赡养老人
又要抚养教育孩子袁还得还房贷袁生活压力确实大遥
新个税专项扣除确实减轻了负担遥 冶县内某一机关单
位工作人员王先生告诉记者遥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院
他是独生子袁上有两位年迈的老人袁下有一个上大学
的儿子袁月收入大约一万元袁每月要支付首套房贷利
息袁自己还在攻读在职研究生遥 按照新政袁2019 年 1
月袁在 5000 元的个税起征点之上袁他可再附加扣除
4400元袁 剩余部分才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遥 这样一
来袁他的个税只要缴纳 600 块钱的 3%袁也就是 18 块
钱袁接近于野零个税冶遥 这与 2018 年 10 月前相比袁同
样是月收入大约一万元袁 现在一年可以少交个税
8000多元遥这也算是一笔不小的野收入冶袁当然让人高
兴遥

野事实上袁个税新政的耶阳光雨露爷并非仅仅惠及
少数人袁 而是润泽所有的工薪阶层遥 自去年 10 月 1
日个税新政实施以来袁 我县个税连续 6 个月大幅下
降袁减税降费成效显现遥个人所得税是调节社会收入
分配尧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工具袁对保障和改善
民生尧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遥 冶县税务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道遥

个税减 钱包鼓
本报记者 李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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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入县社会福利院袁只见一幢幢楼房排列有序袁院内花
卉尧草坪尧绿树环绕袁银发老人或漫步在红花绿叶间袁或在石
凳旁沐浴阳光袁或在健身器材上运动袁或在电子阅览室观看
电视节目噎噎好一个颐养天年的温馨场面遥

近年来袁我县加快推进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袁致力提
升五保老人集中供养水平袁改善养老院服务质量袁努力提升
养老院老年人获得感尧幸福感和满意度遥

唱响野民生曲冶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日臻完善
随着独生子女成家立户袁老年化现象随之而来袁目前我

县 60岁以上老人占比达 18.85%遥 面对滚滚而来的野银发浪
潮冶袁让全县老年人都能老有所养尧老有所乐袁活得幸福袁县
委尧 县政府将提升养老服务质量工作作为重要的民生实事
工程来抓袁唱响了一曲温暖百姓的野民生之歌冶遥

野院内活动场所定时开放袁读书看报尧琴棋书画尧扑克麻
将尧电脑上网袁可满足老年人不同的爱好和需求遥 每日活动
有专人组织袁每周一场电影袁每月一次集中文体活动袁每季
一场文艺演出袁让老人们的业余生活更加充实美好遥 一日三
餐荤素搭配送到房间袁早晚点心天天更新花样袁我们在这里
生活真的很舒服尧很开心遥 冶入住福利院多年的张大爷高兴
地告诉记者遥

县社会福利负责人介绍说院野为不断满足广大老年人的
养老需求袁我县启动县养老中心袁并列入 2015 年县政府民
生实事项目遥 目标是建成江苏有名气尧全国有影响的县级养

老机构袁以理念新尧标准高尧品质优尧环境美尧功能全为总要
求袁将县社会福利院尧县养老中心和公园融为一体袁打造耶园
中有院尧院中有园袁静谧怡人养老尧休闲尧生态的环境遥 县养
老中心建成后袁总投资达 3援6亿元袁床位数 1500张袁争创国
家级示范性养老机构袁 真正让老人欢喜入住袁 安享银发年
华遥 冶

我县还加大民办养老机构扶持力度袁 进一步完善加快
推进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土地供应尧财政扶持尧税费优
惠尧医疗服务等各项扶持政策袁激励社会力量兴办养老服务
机构袁扶持养老产业的发展袁积极推进养老服务机构向多元
化发展遥 目前袁我县共建成 10家民办养老机构袁形成城乡分
布合理的养老格局遥

打好野亲情牌冶袁敬老院老人尽享温馨幸福
日前袁 射阳义工之家联合县红旗文工团等单位走进千

秋镇敬老院袁敲起锣尧打起鼓袁把文艺演出送到了老人的面
前袁极大地丰富了敬老院老人的文化生活遥 敬老院院长王忠
琴对记者说院野关爱老人不仅是家庭的责任袁 也是社会的责
任袁敬老爱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袁这次文艺演出给老人
们带来了欢声笑语遥 冶

近几年来袁我县大力实施农村敬老院创星工程袁为集中
供养五保老人营造温暖如春的野家冶袁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
度赞誉遥 目前袁我县共有农村敬老院 16 家袁五保供养对象
1513人袁其中集中供养 872人袁基本形成了布局合理尧设施
配套尧功能完善尧管理规范的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网络袁
有效改善了五保老人的供养条件遥 海河镇敬老院集中供养
85名五保老人袁投入 80余万元袁实施了野冬暖夏凉提档升级
工程冶 和宿舍卫浴改造工程袁 大大改善了老人们的生活条
件遥 千秋镇尧洋马镇两家敬老院实施了整体搬迁袁达到了省
级 3星级敬老院的硬件水平遥 合德镇与耦耕两家敬老院合
并扩建袁长荡镇尧海河镇尧临海镇尧四明镇等 12家敬老院在

原地址扩渊改冤建袁进行提档升级遥 新增养老床位总数 975
张袁全县现有敬老院提档升级建成 3星级乡镇敬老院 5家袁
2星级敬老院 7家袁1星级敬老院 4家遥 全县敬老院全部达
到星级标准遥

中国好人尧长荡敬老院院长周守伟率领全院职工袁践行
野敬老人如父母袁视服务为天职冶的承诺袁在全县传为美谈遥
信守承诺袁贴心服务袁让老人感受到亲情的温暖遥 2016年 12
月袁周守伟 70多岁的母亲因车祸住院两个多月袁一边是瘫
痪在床的母亲袁一边是单位 50多位五保老人要照应袁两难
之时袁他将爱偏向了敬老院的老人袁将照料母亲的重担托给
了两个兄弟遥 周守伟常说袁党和政府把我安排到这个岗位袁
我就要把这里老人照应好袁 让每一位老人满意是我最大的
心愿遥

念好野三字经冶袁分散供养五保老人生活无忧
近年来袁 我县高度重视农村分散供养五保老人的生活

质量袁切实维护五保老人的合法权益袁保证他们的生活和医
疗得到切实保障袁确保五保老人晚年幸福安康遥

野我们着力念好耶三字经爷袁保证分散五保老人生活无
忧遥 一是念好耶责爷字经袁重点解决好五保对象的吃尧穿尧住尧
医等方面的实际困难袁确保不发生问题遥 二是念好耶需爷字
经袁定期走访巡查袁了解五保供养资金以及养老金尧高龄补
贴等资金是否及时领取袁查看居住房屋是否存在安全隐患袁
是否漏雨袁有没有准备好过冬的棉衣尧棉被袁询问生病时是
否有人照料尧能否得到医治袁医疗费是否得到全额报销袁帮
助解决存在的困难遥 三是念好耶查爷字经袁动员其亲友作为监
护人袁负责日常生活照料袁并签订供养协议袁履行责任和义
务袁确保五保老人的吃尧穿尧住尧医尧葬得到保障曰对分散供养
五保户生活尧医疗上出现困难袁落实专人尧划拨专款袁及时妥
善加以解决袁使他们能够度过幸福的晚年袁让他们充分感受
到党和政府的关怀遥 冶县民政局分管负责人介绍道遥

桑榆晚景红满天
要要要 县提升养老服务质量工作纪实

本报记者 李文华

本报讯渊记者 李文华冤野以前鱼虾绝迹的臭水沟袁
如今变成了休闲垂钓的好去处袁 钓友们的身影遍布了
全县的大小河流边袁 他们中有一部分人来自于周边县
市袁不惜跑上数十里来到这里钓鱼遥 冶四明镇四明居委
会钓鱼爱好者张先生激动地说遥

近年来袁四明镇顺应生态文明新时代的发展要求袁
以坚决打赢碧水保卫战为目标袁重抓河道野三乱冶现象
整治袁强化河道水环境治理和管护全覆盖袁水生态环境
持续向好遥

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冶成为四明镇党委尧政府
的共识袁野一把手冶 作为河道管护的第一责任人牵头治
水袁河道范围明确尧权属清晰尧责任落实的管护体系全
面建立遥 镇河长办分别印发骨干河道野一河一策冶行动
计划编制指南袁明确了河道野三乱冶整治的工作目标和
任务遥 同时袁组织成立总督查组和多个日常督查组袁层
层把控袁确保整治效果遥

在河道野三乱冶整治工作过程中袁该镇清理规范河
道两岸畜禽养殖场袁对列入整治清单的多家野散乱污冶
企业进行关停取缔尧整改提升尧整合搬迁曰加大饮用水
源地保护袁 建成居民污水收集处理工程袁 加大投入力
度袁 实施河流疏浚工程尧 污水治理工程和岸坡美化工
程袁倾力打造美丽宜居家园遥

四明镇

推进“河长制”共建美丽家园

本报讯渊通讯员 李春辉 陈洪飞冤今年以来袁临
海镇从精准识别尧精准帮扶尧精准管理等方面入手袁推
进精准扶贫袁强化政策落实袁真正让贫困家庭享受到政
策红利袁让百姓生活野有盼头冶遥

该镇深入推进结对帮扶袁持续精准发力袁大力推进
野一村一项目冶集体增收行动袁全面落实野一户一策冶脱
贫计划曰深入实施产业扶贫袁探索野企业+基地+农户冶
野合作社+基地+农户冶等扶贫模式袁加快扶贫项目建设
进度袁大力实施曙东千亩苗圃尧六垛千亩何首乌尧八大
万羽鸡场等产业项目遥 全面落实扶持全民创业的各项
政策袁突出做好野大手抓小手冶野凤还巢冶等创业重点群
体遥 调研摸清企业用工需求袁 主动对接东华大学等纺
织院校吸引一批纺织尧服装尧染整专业的毕业生来镇区
实习就业遥 开展专题就业招聘活动袁 提高岗位招聘的
针对性袁全年为企业招工富余劳动力 2000 名以上遥 充
分发挥 野阳光扶贫冶 监管平台作用袁 压实扶贫工作责
任袁 确保完成所有经济薄弱村和建档立卡低收入人口
脱贫任务遥

临海镇

精准扶贫让百姓“有盼头”

本报讯渊通讯员 成麟祥冤面对群众对健康的期盼
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袁 年初以来袁 盘湾镇强化政治自
觉尧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袁创新完善患病贫困人口住院
野零押金尧零付费冶等政策袁赢得了群众口碑遥

该镇在盘湾中心卫生院设立 野把党旗插到群众身
边冶老党员健康服务站遥 在村渊居冤设服务点袁聘请一位
老支书为负责人袁村民小组明确一名老党员为联络员袁
建成镇尧村尧组三级服务网络遥

该镇依托老党员健康服务站创新健康扶贫模式袁
对特困群众实行 野先诊疗后付费冶 健康扶助遥 通过村
渊居冤 服务点人员深入群众摸排出特困人群袁 经村
渊居冤尧医院尧镇审核批准后袁医院发给野先诊疗后付费冶
服务手册袁 贫困群众凭手册到盘湾中心卫生院住院就
诊遥贫困群众住院费用经过农村医保报销后袁个人应承
担部分的费用袁可以暂缓结缴袁以减轻贫困群众就医资
金压力遥如果经济极度贫困袁提请政府根据相关规定酌
情解决袁从而有效打通了健康扶贫的最后一公里遥

盘湾镇

健康扶贫赢得百姓好口碑

6 月 11 日上午袁 在合德镇敬老院
内袁 几位老人坐在一起高高兴兴地聊
着天遥

野这里生活环境好袁我们吃得好尧
睡得香袁 工作人员对我照顾得很周
到浴冶82岁的顾恒足老人见到记者高兴
地说袁野我们在这里生活得很舒心遥 冶

记者看到袁在该院活动室内袁有象
棋尧有麻将尧有图书遥 几位老人有的在
下棋袁有的在看书袁有的在聊天遥 68 岁
的陈昌元老人一边下棋一边说院野我在
这里一日三餐都很好袁饭菜足够吃袁安
全条件尧卫生条件也很好遥 工作人员很
细心袁连我们每个人的生日都记着袁过
生日时袁 院长就给我们准备丰盛的饭
菜袁让大家一起吃遥 平时我们就在一起
下棋尧打牌尧看电视尧聊天袁很幸福浴 冶

该院负责人将记者带到 苑愿 岁的王传云大娘的宿
舍遥王传云双目失明袁头脸梳洗干净袁衣物整洁遥她的房
间用品摆放井然有序遥 她告诉记者院野我住在这里非常
好袁每月还能领一百多元的养老金遥平时都是服务员照
顾袁就是生病了袁住进康复医院时袁也是服务员她们跟
着照顾遥 衣服也是她们洗袁她们比亲生儿女还好浴 现在
我们是老有所养袁老有所医袁真的感谢政府袁感谢党浴 冶
老人说起话来袁声音洪亮遥

野镇党委政府领导非常关心老人们的生活袁经常来
慰问尧看望老人们袁看看伙食好不好袁生活得是否舒心遥
镇党委政府不仅保障老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袁 还满足
老人们的精神需求袁 经常安排镇里的文艺团体来院里
表演遥 冶说起养老院的工作袁该院负责人如数家珍袁脸上
洋溢着自豪的笑容遥

记者了解到袁该镇大力弘扬养老尧尊老尧敬老中华
传统美德袁拨发专项资金解决孤寡老人生活困难袁做实
事袁赢得广泛赞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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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记者在下班途中，路
过县城黄海路一候车亭，只见几
名市政工人正在对该候车亭进
行喷漆维护，记者上前询问缘
由。答曰：个别素质低下的市民，
随手将候车亭上油漆划掉，或是
乱写乱画，导致候车亭“很难
看”。

近年来，我县投入了大量的
人力、物力和财力，对县城的绿
化进行了更新换代，对主干道的
交通隔离栏进行了翻新，布置了
设计新颖的公交候车亭。城市品
位得到显著提升，一个焕发着生
机的生态城市形象出现在市民
面前。

但是个别市民，由于缺乏城
市的家园意识，恣意破坏美丽环
境，践踏城市文明。这的确让人
心痛。

美丽的城市环境需要全体
市民共同维护。城市公交候车亭，这是县委、县
政府为全体市民所干的一件民生实事工程，我
们要像爱护自己家里的设施一样去爱护它，切
不可随意破坏；对于城市绿化带的保护，很多市
民也许以前并没有足够的意识，希望广大市民
心存“城市是我家、共建和谐家”的理念，手下、
脚下留情，自觉地爱绿、护绿，共同呵护我们城
市的美丽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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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袁我县坚持以提升群众的
满意度和获得感为追求袁着力实施涉
及养老尧医疗尧教育尧交通等多个领域
的普惠性民生实事工程袁不断增进百
姓福祉遥 彭岭 摄

图淤为双拥南路农贸综合市场建设热火朝天
图于为已投入使用的兴阳路人行天桥
图盂为随处可见的城市公共卫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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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渊记者 周蓉蓉 通讯员 陈婷冤野上半年袁我
镇各村居已签订意向拆除协议 142户袁计划下半年再拆除
200 户左右袁目前各项工作正在有力推进中遥 冶日前袁千秋
镇村建中心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遥

今年来袁千秋镇为着力提升农村居民居住环境袁让群
众早日入住野暖心冶房袁数管齐下尧多措并举袁全力推进康
居工程建设遥高起点建设美乡村遥该镇邀请有资质的规划
设计单位结合村居周边环境袁 规划设计用地面积为 47.5
亩袁 建筑面积为 17728 平方袁 建筑密度 30.9%袁 容积率

0.53袁绿地率 26%的示范点袁示范点以现代简徽风格为主袁
党群服务中心尧便民超市尧村民活动广场等公共服务设施
齐全遥 全覆盖宣传好政策遥 按野今年要全部完成四类对象
户危房改造冶的要求袁经各村居排查袁建立健全野一户一
档冶政策袁安排人员逐户走访袁强化政策宣传力度袁目前正
在收集整理对象户资料袁确保今年全部改造完成遥 示范点
引领快致富遥 该镇依托野同一乡镇冶项目袁启动沙港示范点
建设袁并且积极利用射阳河畔尧阳河湾旅游区等优质区位
优势袁借助乡村旅游产业袁带动周边群众致富遥

千秋镇：让群众住上“暖心”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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