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渊记者 王茜冤今年 6月是全国第 18个尧江
苏省第 26个 野安全生产月冶遥 为提升企业职工安全素
质袁 提高应对各种突发公共事件的自救和互救能力袁6
月 15日上午袁县国投集团在射阳国投大厦举办以野防
风险尧除隐患尧遏事故冶为主题的安全生产月宣传活动遥

该集团以危险化学品事故案例剖析和安全科普为
重点袁 组织全体干部职工广泛开展体验式安全教育活
动遥 通过观摩安全文化走廊尧观看安全警示教育片尧开

展安全知识专题培训和安全生产知识竞赛活动袁 推动
企业职工熟悉标准尧掌握技能尧维护权益袁不断提高应
急意识和安全素养遥

通过开展此次安全生产宣传教育活动袁 该集团进
一步强化红线意识袁树牢底线思维袁提高防灾减灾救灾
能力袁推动责任体系尧防控体系尧保障体系建设袁确保安
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遥

县国投集团开展安全生产月主题教育活动

推进反腐倡廉培植风清气
正的干事创业氛围，需要紧扣服
务发展中心，全面落实党风廉政
建设责任制，坚持从源头上防
腐、查腐，切实端正党风行风，要
抓基础建设补齐制度“短板”，要
抓警示教育扎紧思想“藩篱”，要
抓监督制约维护执纪“刚性”，为
推动自身和社会高质量发展提
供了坚强有力的政治保证。

要从源头治理、长效监管入
手，主动梳理查找制度机制薄弱
环节，制定出台干部员工重大事
项报告制度，细化完善干部员工
违规行为处理实施细则，让制度
长牙、纪律带电。签订廉洁承诺
书，组织党员干部签订党风廉洁
责任状，组织述职述廉，强化责
任落实，增强执纪自觉。

要着力加强“三项教育”，促
进规矩意识、进取意识落地生
根。突出党性教育，引导党员干
部积极投入改革发展，发挥战斗
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要深化法
纪教育，举办党风廉政建设专题
讲座；组织党员干部观看反腐倡
廉电教片，警醒全行上下，绷紧
廉洁之弦，筑牢思想防线。警示
教育常态化，创办警示刊物，触
动受教人员灵魂，从而慎独慎
行，走正道谋正事。

要实施“两手抓，两手硬”的策略。抓执行监
督，防止“破窗效应”，加强日常全员廉洁自律社
会监督。班子成员要“一岗双责”，带头执纪，中
秋、春节等特殊时节，带头下乡检查，防范“四风”
问题回潮。要抓违纪处罚，营造“热炉效应”。对照
中央“八项规定”及相关条款和制度，逐条梳理排
查，加大违规违纪查处力度，对接到的信访、投诉
及时调查，情况属实的，严罚重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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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13日袁记者来到合德镇友爱生态园的聚源
果蔬家庭农场袁 远远看见金黄色的麦地里耸立着一
排排整齐的香瓜大棚袁 隔着塑料膜就能闻到阵阵瓜
的甜香遥瓜农项美丽正在大棚里采摘成熟的香瓜袁鲜
绿绿的秧袁黄灿灿的瓜袁看着着实喜人遥野这些香瓜是
台湾农友引进的玉菇品牌袁奶白色的外皮袁瓜瓤是绿
色的袁 这几天都陆续成熟了袁 这个品种的瓜个头匀
称袁瓜的中心甜度能达到 18度袁因为营养丰富袁也叫
水果女皇遥 冶项美丽种植香瓜已有 10多年袁是村里群
众公认的香瓜种植能手遥

项美丽一开始不懂香瓜种植技术袁 只能从外地
买入瓜苗袁不但价格高而且成活率低袁直接影响经济
效益遥但她一点不气馁袁通过请教学习尧刻苦钻研袁结
合种植经验袁摸索出了一套育苗技术袁如今每年只需
投入买瓜种的少量费用袁大大节省了生产成本遥由于
香瓜种植的田间管理要比西瓜等繁琐得多袁掐尖尧定
蔓尧喷水尧施肥袁每个步骤缺一不可袁项美丽每一棵都
认真对待袁由于善管理尧懂经营袁她种植香瓜个体饱
满袁香甜度高袁受到很多乡亲的青睐遥

现在袁项美丽的香瓜已经上市两个多月袁勤快的
她每天都会拉上一大车到县城零卖袁 售价基本在每
斤 3元以上袁按照往年的种植经验袁这个不到两亩的
大棚产量将达 2万斤袁效益十分可观遥为了充分利用
土地资源袁项美丽还在大棚里种了一些西瓜袁用她的
话来说袁也算是多样化经营了遥

小小香瓜让项美丽的小家富裕起来袁 自己致富
后袁她还不忘带动身边群众共同致富袁现在她正积极
把自己掌握的香瓜种植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周围
的香瓜种植户袁让他们也能尝到种植香瓜的野甜头冶遥

小小香瓜“钱景”广
本报通讯员 韩珍梅 记者 杨向东

株洲时代新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射阳分公司新上
年产 400套海上风机叶片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编制
已基本完成袁根据叶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曳的要
求袁现将拟建项目环评的有关情况进行第二次公示遥

一尧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
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株洲时代新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射阳分公司新上
年产 400套海上风机叶片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
见稿全文详见射阳县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网站中的项目
公示袁链接为院http://www.syaepi.org.cn/epi/bst/遥
需查阅纸质报告书的公众需到射阳县射阳港经济

开发区健康一路一号金港商务大厦 11楼 1103室进行
查阅遥

二尧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次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是建设项目所在地

2.5km范围内的公民尧法人和其他组织遥
三尧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若您对项目有什么意见和看法袁 可按照网络链接

填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意见表袁 请填写

与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有关的建议和意
见遥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意见表的网络链接为院
http://www.syaepi.org.cn/epi/bst/20190606/
009_d975f822-b9e6-4127-83cc-71cc2284af53.htm遥

四尧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您对项目有什么意见和看法袁请反馈给建设单位遥

可填写公众意见表发送电子邮件渊3135715236@qq.
com冤或通过邮寄信函渊联系地址院射阳县射阳港经济
开发区健康一路一号金港商务大厦 11楼 1103室袁联
系人院罗工袁联系电话院13807337727冤的方式发表意见遥
发表意见的公众请注明发表日期尧 真实姓名和联系方
式袁以便根据需要反馈遥

五尧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遥
本次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为 2019年 6月 6

日至 6月 20日遥

株洲时代新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射阳分公司
2019年 6月 6日

株洲时代新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射阳分公司
新上年产 400套海上风机叶片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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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渊记者 盛诚冤6月 15日上午袁全县安全生产工作推
进会在县行政中心二楼东会议室召开遥县委常委尧常务副县长田
国举出席会议并讲话遥

在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后袁田国举要求袁提高认识袁充分认清
夏季安全生产形势遥 各镇区尧各部门单位要提高思想认识袁层层
压实责任袁采取有效措施袁严防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发生遥 突出
重点袁形成夏季安全生产高压态势遥扎实开展危险化学品行业风
险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袁持续抓好涉及粉尘涉爆尧有限空间等重点
行业领域的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袁加强对交通运输企业尧重点
车辆船舶以及重点路段和水域的安全监管袁 加大对建筑施工特
别是露天施工的监管力度遥开展夏季执法检查专项行动袁加大高
层建筑尧地下空间尧大型商业综合体等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检
查力度遥加强领导袁全面提升安全生产保障水平遥要层层落实安
全生产责任袁加快安全隐患排查整改袁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袁
严格落实 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和领导带班制度袁确保社会安全
稳定遥
会前袁 田国举一行赴合德镇调研燃气监管平台建设和使用

情况袁 赴承德苏垦银河连杆有限公司详细了解安全生产措施及
规章制度落实情况遥

县安全生产工作推进会召开

本报讯渊记者 周蓉蓉 通讯员 宋
玲玲冤骄阳似火袁热浪滚滚遥随着气温不断
攀升袁又到一年野三夏冶大忙时遥这时节袁走
在乡间的道路上袁随处可见在麦田里忙碌
的机械和农民遥

入夏以来袁我县就紧紧围绕当前的夏
收夏种工作袁全面夯实农业服务袁多措并
举确保全县野三夏冶生产顺利进行遥 野信息
宣传冶全方位遥 县相关部门要求各镇区充
分利用村居广播尧张贴标语尧悬挂横幅尧发
放野三夏冶明白纸等方式袁广泛宣传野三夏冶
安全知识尧三夏农机作业注意事项尧秸秆
禁烧危害尧秸秆还田技术尧各项惠民政策
以及对违禁行为的处罚方式等内容袁营造

浓厚野三夏冶安全生产氛围遥建立农业信息
服务平台袁广泛收集尧整理机收作业信息袁
通过短信及时为机手提供天气预报尧作业
进度等相关信息袁根据镇区小麦成熟时间
有所差异的实际情况袁 引导农机有序流
动袁并开通三夏服务电话 2部袁24小时为
机手提供服务遥

野农机医生冶送检忙遥县农业农村局充
分发挥农机专业合作社和维修网点的阵
地作用袁组建农机服务小分队和农机志愿
者服务队袁自带工具袁深入田间地头尧庄户
庭院袁冒高温尧战酷暑袁野问诊在田间袁抢修
在地头冶袁围绕野一做尧二讲冶的服务方式袁
对联合收割机尧秸秆还田机尧水稻插秧机

等进行检查并抢修袁第一时间解决农机手
在三夏大忙过程中所遇棘手问题袁大大提
高农机维修效率袁为机手和农户抢得宝贵
时间袁确保野三夏冶期间农机具顺利作业遥

野农机专家冶培训实遥 县农干校尧农机
推广站工作人员通过多媒体讲座和现场
授课培训袁 组织农机专家对联合收割机尧
秸秆还田机尧水稻插秧机等农机手进行操
作培训袁并邀请农机公司的专业技术人员
进行讲解袁 使机手安全意识进一步增强袁
疑难问题得到解决袁 操作水平进一步提
高袁同时对机器的性能尧使用维修常识和
安全驾驶常识熟练掌握遥为野三夏冶农业机
械顺畅作业尧安全生产夯实了基础遥目前袁

已培训各类农机手 800余人袁举办培训 5
期袁发放各类宣传手册 8000份遥

野农机监理冶保安全遥为加强野三夏冶期
间农机生产的组织和协调袁县农业农村局
组织农机监理人员将成立三夏后勤保障
小组袁实行 24小时值班制度袁并安排专人
值班遥 制定三夏农机生产工作应急预案袁
对天气不利尧机械不足等多种情况下的三
夏农机生产工作进行提前安排袁提高预防
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能力遥 同时袁加强同
公安尧交通尧气象等部门的协作袁做好三夏
农机生产的秩序维护等工作袁为三夏生产
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遥

信息宣传尧农机送检尧专家培训尧强化监管要要要

机声隆隆，唱响三夏“进行曲”

本报讯渊通讯员 董
素印冤近期袁县行政审批
局不动产登记中心通过
深入排查袁对某镇的一起
强迫交易房产违法行为
列入野涉黑涉恶冶线索袁上

报给县扫黑除恶办公室遥 这是该局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
取得的又一成果遥

今年以来袁县行政审批局把支持尧配合全县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作为重点工作来抓遥强化组织领导遥局党委一把手亲自挂帅袁
并明确一名副局长牵头袁 专抓此项工作袁 确保工作及时得到落
实袁执行上级精神不打折尧不走样遥强化营造氛围遥制作宣传标语
40多条袁分别布置在该局办公大楼外部区域和服务大厅尧招投
标会场等人员密集场所醒目位置袁将叶野扫黑除恶冶射阳公安在行
动曳专题片和宣传标语在服务大厅电子显示屏上全天候尧不间断
反复播放袁强势营造扫黑除恶浓烈氛围遥强化学习教育遥该局将
上级扫黑除恶工作部署尧 相关知识的学习范围扩大到全体中层
以上人员袁 并组织机关和窗口全体工作人员学习扫黑除恶应知
应会知识袁组织专题知识测试袁增强学习效果遥强化案例排查遥组
织窗口工作人员对近年来黑中介服务和办事群众中存在的强买
强卖尧非法要求强制服务袁组织招投标领域对围标串标尧恶意投
诉等涉黑涉恶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深入摸底排查曰 对排查出的强
迫交易侵害他人利益和恶意投诉扰乱交易市场秩序的黑恶行为
线索进行梳理尧举证袁并上报县野扫黑办冶遥

县行政审批局

强化履职担当助力“扫黑除恶”

本报讯渊通讯员 李春辉 陈洪飞冤中欧纺织落户投产尧山
东康平纳来镇考察尧正太纺织顺利签约噎噎年初以来袁盐城高纺
区全力为企业入驻营造优良发展环境袁推动经济实现更高水平尧
更高质量发展遥

面对园区配套投入尧项目用地指标尧企业手续限批等现实问
题袁该园区直面挑战袁组织开展了关于园区发展的研讨会袁让思
想观念在讨论和争论中激烈碰撞袁形成了野发展敢担当袁求进敢
创新冶的共识遥打通园区配套合作共建尧企业厂房租赁尧手续办理
等路径袁落实清单交办尧限期督办尧服务包办等推进机制袁组织竣
工企业邀请招商尧重点地区发布招商等招商活动袁招商引资和项
目建设各项工作呈现强劲发展态势袁 一批在手项目信息及投资
者投资意向逐步明朗袁 有一批徘徊不决项目投资者或应邀回访
或主动来访遥

野盐城高纺区区位优势明显袁交通便捷袁环境优美袁乡风文
明袁将吸引更多的投资者来这里安家落户遥 冶江苏康平纳智能印
染有限公司总经理刘琳说袁野我相信袁 盐城高纺区一定会为入驻
企业提供一个更符合企业发展尧符合人民群众意愿的创业舞台袁
企业未来的发展空间也一定更加宽广遥 冶

盐城现代高端纺织产业区

为企业入驻开“绿灯”

本报讯渊通讯员 成麟祥冤随着汛期的临近袁盘湾镇为确保
安全度汛积极采取措施袁切实将汛前各项准备工作抓早尧抓细尧
抓实尧抓紧遥
组织安全检查遥该镇成立防汛安全工作检查组袁对各类工程

设施尧抗排设备及圩堤进行了安全大检查袁对不达标圩堤全面进
行加固袁对所有闸门进行试开试关袁对所有抗排机械全部进行检
查维修和运行调试遥对存在的安全隐患发放叶限期整改通知书曳袁
并及时进行整改落实遥
抓好预案编制遥该镇完善并出台了叶盘湾镇防汛工作预案曳袁

明确各部门根据自身所承担的防汛任务袁 严格落实防汛安全责
任袁细化不同汛情的相关工作目标尧内容和要求袁切实使防汛工
作做到有章可循遥

备足防汛物资遥 该镇在对库存防汛物资进行认真清点的基
础上袁制定了 2019年防汛物资采购计划袁对编织袋尧木桩尧油料
等抢险物资和救生用品及时进行补充袁确保备足尧备齐各类防汛
物资袁以备应急抢险使用遥

加强沟通联系遥 该镇防汛防旱办公室正常与县气象尧水利尧
电力尧通讯等部门进行沟通联系袁及时为防汛保安提供水情尧气
象信息和用电尧通讯保障遥同时在全镇各村居都组建了防汛抢险
队伍袁协同搞好防汛应急抢险工作遥

严格值班制度遥 该镇防汛防旱指挥部及承担防汛任务的部
门和人员全部到岗到位袁 并进一步强化全镇各级人员的防汛安
全责任意识袁严格执行全天候 24小时值班工作制度袁全镇所有
干部的通讯工具 24小时开通袁对各类汛情尧险情做到及时汇总
上报袁确保信息传递畅通遥

盘湾镇

未雨绸缪防大汛

图淤考生从考场从容走出

图于考场外耐心等待的家长

图盂交警认真执勤

王茜 摄

6月 16日袁全市中考第一天遥 今年
我县共有中考考生 7487人袁 共设 4个
标准化考点 251个考场遥为确保本次中
考圆满顺利袁县教育尧公安尧交通尧卫生尧
城管等部门通力合作袁共同为中考学子
保驾护航遥

淤

于

盂

Jiangsu Sheyang Taishang County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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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支持中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等企业客户提升行业竞争力、扩大
经营规模、进一步做大做强，满足其
流动资金需求，而投放的额度在 100

万元 -500万元的企业贷款。
产品特点院1、授信审批快捷。贷

款材料收集齐全后，新增客户 3个
工作日内完成审批，存量客户 2个
工作日内完成审批。授信期限一般
1-3年之间，授信额度内的使用最长
一般不超过 1年。2、循环使用授信。
对于流动资金授信，在授信期限、授

信额度内，可随用随还贷款，贷款利
息按实际用款时间计算，不使用不
计息。在授信期内的到期贷款，可当
日还款当日再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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