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渊记者 李文华冤6月 15日袁坐落在四明镇通洋
工业园区内的盐城福万家保温板有限公司董事长赵其军
邀请省内 16 家规模较大的发泡水泥板生产企业负责人袁
共商行业发展大计遥

为团结带领业内众多的有识之士共同修复行业生态袁
与会代表踊跃发言袁大家各抒己见尧献计献策袁并在提升产
品质量尧失信客户信息披露尧新客户现款结算尧设定市场终
端用户最低价红线尧相互配合应收货款的清收尧建立产品
质量互检巡查机制等六个方面达成共识遥

作为省内行业龙头企业福万家公司牵头组织的这次
行业健康发展研讨会袁首开我省发泡水泥板行业抱团发展
之先河袁对于推动行业加速转入全面竞合时代袁具有现实
意义遥

盐城福万家

引领全省发泡水泥板行业“新规则”

近日袁 县人社局组织县直部门和驻城社区 50多名退
休人员袁到县党性教育基地尧中共华中工委纪念馆尧射阳港
口尧射阳火车站等地参观学习袁接受党性和红色传承教育袁
感受建国 70年的辉煌成就遥

黄士新 施志彬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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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真情对待每一位当事人袁 让人民
群众在每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曰
他用高效优质的办案实绩袁 诠释着人民法
官的为民情怀曰他始终默默无闻袁以自己对
党的忠诚袁对事业的执着追求袁对工作的无
私奉献袁 演绎着为民务实尧 清廉的法官形
象遥日前袁县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顾亮亮获
评野盐城市劳动模范冶荣誉称号遥

一提起顾亮亮袁 单位同事无不拍手称
赞院野他不仅是一名践行劳动精神的法官袁
还是一个兢兢业业的办案带头人尧领头羊遥
获得劳动模范称号袁既是他本人的荣誉袁也
是我们全院的骄傲袁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袁值
得点赞遥 冶

2006年袁大学毕业后袁顾亮亮先后在黄

沙港人民法庭尧执行局尧兴桥人民法庭尧县
法院立案庭工作袁 凭着对法官职业的忠诚
热爱袁他数年如一日袁秉公执法袁忘我工作袁
为民清廉的工作作风受到院领导和同事们
的一致好评遥工作期间袁无一件案件引起当
事人重大信访投诉袁 无一件案件在社会上
造成不良影响袁 受到了领导和人民群众的
充分肯定遥

野法官代表着公平正义袁法官的廉洁与
否袁关系到公平正义能够实现袁关系到人民
司法事业的兴衰成败遥 冶这是顾亮亮经常挂
在嘴边的一句话遥作为一名人民法官袁他把
忠诚为民尧公正廉洁作为人生的必修课袁时
刻牢记于心遥

2016年初袁 顾亮亮被任命为兴桥人民
法庭庭长袁他感到袁在自己的肩上袁又多了
一份沉甸甸的责任遥上任伊始袁他积极探索
新形势下审判工作的新思路袁 大胆运行审
判权机制改革袁 成立了以庭长为主审法官
的野1 审判员+法官助理+1 书记员冶团队遥

在此基础上袁将全庭人员编入审判团队袁在
原有一个审判团队的基础上袁 再行组建两
个团队遥创新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袁审判团
队人员信心明显增强袁 裁判文书质量明显
提高袁团队之间裁判尺度逐渐统一袁审判人
员办案能力明显提升袁 法官助理和书记员
协助水平逐渐提升遥

基层法庭受理的案件在常人眼中比较
小袁但他从不敢怠慢遥 办案过程中袁他始终
将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袁想群众所想尧急
群众所急尧帮群众所需袁认真地对待每一起
案件袁 尽量让每一位案件当事人都感到满
意遥 无论工作多么艰辛尧困苦袁无论当事人
多么纠缠尧埋怨袁他总是那么耐心尧细致遥法
庭的工作让他认识到袁 调解是消除双方积
怨尧化解矛盾纠纷的一种有效办案方式袁虽
然有时候调解一起案件比判决费时费力袁
但是对当事人来说袁 调解不但可以促使当
事人自动履行义务袁还能化解矛盾袁减轻诉
累袁他耐心细致的调解袁也赢得了群众的高

度赞誉遥
在法庭袁他不仅是管理员尧指挥员袁也

是冲在一线的战斗员遥 2017年他审结民商
事案件 176 件袁2018 年审结民商事案件
290件袁不仅个人办案数在全院部门负责人
前列袁 其所在庭结案数及重点质效指标也
名列法院前茅遥他本人先后多次被县委尧县
政府袁盐城中院袁省高院等部门表彰袁其所
在的兴桥人民法庭于 2017 年 1 月被省高
院评为 野全省优秀人民法庭冶袁2019年 1月
被省高院评为 野全省优秀人民法庭庭长冶袁
2019 年 2 月被县委评为 野公正司法示范
点冶遥

野作为一名法官袁我面对的是广大人民
群众袁所要处理的事情许多是凡人琐事遥然
而袁正是这些琐碎小事袁却关系到人民群众
的切身利益袁更维系着整个社会的稳定遥以
法服人尧以理服人尧以情动人是我们每一位
法官的毕生追求遥 冶一直以来袁顾亮亮正是
用实践信守着自己的理念与使命遥

老百姓的贴心法官
要要要记盐城市劳动模范尧县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顾亮亮

本报记者 葛静漪

本报讯渊通讯员 沈思憧 杨梦楠 记者 范媛媛冤
6月 16日袁 射阳县人民医院陈义汉院士工作站专家团队
成员袁上海东方医院心脏内科常务副主任尧心律失常中心
主任杨兵教授尧医学博士李小荣尧医学博士余金波一行来
射阳县人民医院举办 叶心房颤动规范化管理暨适宜技术
推广曳培训班遥

三位专家围绕野心房颤动冶主题展开教学讨论袁为现
场学员全方位普及心房颤动诊疗的新进展新技术袁 现场
学习气氛热烈袁互动交流积极遥 三位专家临床案例丰富尧
教学生动实用尧视角独特全面袁参会学员纷纷表示获益匪
浅尧收获良多遥

此次培训班聚焦学术创新前沿袁 不仅促进了心房颤
动规范化诊治的推广和知识的普及袁 而且有力地推动了
我县临床心血管病诊疗技术的快速提升遥 据悉袁陈义汉院
士专家团队还将定期来院开展教学查房尧 疑难病例讨论
等技术支持活动袁 不断提升射阳县人民医院的综合服务
能力袁方便射阳广大百姓看病就医遥

名医专家来射讲学

实行垃圾分类，关系广大人民群
众生活环境，关系节约使用资源，也是
社会文明水平的一个重要体现。

人们常说，垃圾是放错位置的资
源。垃圾分类回收，有利于节省土地、
减少填埋，解放土地资源；有利于减少
污染，避免填埋或焚烧引起的环境污
染；同时有利于变废为宝，实现资源再
利用。

垃圾分类不是简单的举手之劳，
对于城市而言，它综合体现了一个城
市的文明程度、城市的管理水平和群
众素质的高低。垃圾分类关系节约利
用资源，可以更好地改善我们赖以生
存的家园，为人类的绿色、可持续发展

提供强有力的保证。
对于垃圾分类，不少城市采取了

行之有效的措施，走在垃圾分类的前
沿。据报道，上海的垃圾分类是从个体
开始，民众在家里已完成垃圾分类，收
垃圾的车也分不同别类的垃圾车，车
辆分工明确，定期不定期根据垃圾的
存放量进入小区装载。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可以借
鉴成功的垃圾分类经验，“奖励 + 惩
罚”并举开展垃圾强制分类，并将垃圾
分类列入学习生活重要一课，从课堂
开始培养垃圾分类意识；社会、国家不
断完善垃圾分类处理体系，引进先进
技术，辅以政策扶持、市场驱动，实现

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以此来
推动垃圾分类处理的进程。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

步。”当人们放眼长远，关注“门前雪”
之外的“大环保”，以自身做起，从身边
小事做起，让垃圾分类成为生活的常
态，那么文明的行为方式就能逐渐养
成，我们的环境也可以更加美好。

推动垃圾分类成为生活常态
易木

眼下正是西瓜大量上市
的季节袁多地区连续降雨袁市
场需求量减少袁瓜价不稳定袁
这可愁到了瓜农们遥

近日袁 兴东派出所接到
110指令袁 称有人因出售西
瓜发生矛盾纠纷遥 值班民警
茆卫东尧 潘道标接警后迅速
赶往现场遥经了解袁在新洋农
场承包土地种植西瓜的瓜农
因和买方发生争执袁 近 3万
斤西瓜面临烂掉的野危机冶遥

据了解袁3 万斤西瓜即
将完成装载的时候袁 收购西
瓜的东台买家突然拒绝收
购袁 当场立即停止装货并离
开了瓜田遥 瓜农眼看着自己
特地摘下来的 3 万斤西瓜袁
已装上车却还被退货袁 当下
怒火攻心袁双方产生了纠纷遥

野明明来之前我们都谈
好了价格袁 他半道说不收就
不收了袁 这新鲜西瓜刚采摘
下来袁放不得袁这不是要我的
命吗钥 冶瓜农向民警哭诉道遥

西瓜滞销袁 若是烂在地
里袁瓜农将血本无归遥 民警得知其情况后袁现
场电话联系该买家袁可是对方已不接电话遥随
后民警多方联系袁 帮助瓜农打听其他收购方
的电话遥直至夜里凌晨 1点袁经过 4个小时的
沟通工作袁 最终将 3万多斤西瓜以每斤 1.25
元的价格出售给来自湖南的瓜贩袁 帮助瓜农
解决了难题遥

野瓜农们法律维权意识薄弱袁合同意识不
强袁没有纸质的合同袁瓜农求助无门遥 瓜农若
是生活因此困苦不堪袁走投无路袁情急之下还
可能引发违法犯罪事件遥 我们作为基层一线
民警袁就是要真正为群众排忧解难遥 冶兴东派
出所所长茆卫东说道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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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17 日袁中考的第二天袁县高级中学
考点的陈洋实验初中一位考生出了 野小状
况冶袁多亏了射阳三维公交师傅竭诚服务尧暖
心助力袁让考生顺利进入考场遥

下午 2时许袁陈洋实验初中的中考考生
们从用餐点射阳迎宾馆陆续登上专程接送
考生的公交车袁前往县高级中学考点遥 上车
时袁 一名考生因中午不小心将脚踝崴伤袁在
其他同学的护送下登上 5号公交车遥公交车
到达县高级中学考点袁5 号公交司机贺国祥
见到这位考生脚踝受伤袁 无法正常行走袁便
等车上的所有考生安稳下车后袁 立即锁好
车袁将这名脚踝受伤考生背起袁径直送进考
场遥

贺国祥师傅有些不好意思地讲起当时
的情况院野当时在起点上车时袁见到这位考生
一瘸一拐步履艰难袁在老师和其他同学的护
送下上了公交遥 到达射阳高级中学考点后袁
车上同学陆续下车赶进考场袁陪同的一位年
轻女教师也正为这位受伤同学着急袁眼瞅着
就要到考试时间袁若慢慢移步进场袁一是考
生脚踝疼痛难受袁严重影响考试状态曰再说
时间紧迫袁若迟到进场袁后果无法弥补噎噎冶

当即之下袁贺师傅毫不犹豫地背起这位
脚踝受伤的考生袁在老师的指引下袁径直奔
送考场袁让这位考生顺利地坐在了考场座位
上遥

贺师傅的举动也得到了陈洋实验初级
中学全体师生的点赞遥送考老师代表全体师
生对贺国祥表示感谢袁感谢公交驾驶员心系
考生尧关爱考生尧服务考生袁为考生营造热
心尧热情的服务氛围遥

公交司机背考生赴中考
本报通讯员 臧道权

连日来袁淮海农场的粮食收购部门袁充分发挥自有和租借粮食烘干机及苏式国家仓储库安全储粮的优势袁分头收购小
麦种植基地需经烘干和已经达标的粮食袁确保颗粒归仓遥 图为收购的小麦正在运进大型仓储库遥 陆建国 摄

6月 18日下午袁盐南高新
区关工委一行 12 人到海河镇
条海村观摩野中国好人冶李余礼
创办的校外辅导站袁 听取李余
礼同志先进事迹介绍遥

陈德忠 摄

本报讯 渊通讯员 魏建果 陈建
康冤近日袁海通镇举行民兵整组点验活
动袁128名基干民兵身着军服袁英姿昂
扬袁他们在嘹亮的叶中国民兵之歌曳歌
声中列队尧宣誓遥

近年来袁 海通镇高度重视民兵整
组工作遥 该镇在贯彻落实上级人武工
作会议精神的同时袁及时下发叶关于认
真抓好 2019年度民兵整组工作的通
知曳袁成立了由党委书记为组长的民兵

整组工作领导小组袁 并抽调 5名懂业
务尧素质高尧有责任心的退伍军人组成
民兵整组工作办公室袁明确责任分工袁
落实目标任务遥该镇根据上级要求袁应
编基干民兵 128人, 其中 1个基干民
兵应急排 30人袁1个专业救援分队 25
人袁1个海上民兵情报信息连 43人和
1个海上民兵综合保障排 30人遥 编组
前袁主动与县武装部尧县海渔局尧县交
通局尧县安监局等部门对接袁摸清退伍

军人尧服役部队尧出海渔船尧能工巧匠尧
技术骨干等袁按专业尧特殊尧对口进行
编配遥同时袁组织开展符合基干民兵组
织条件的退役士兵袁 专业技术特长等
人员底数袁为科学编组提供准确依据遥
为确保民兵队伍在关键时刻拉得出尧
打得响袁他们严把入口关袁使全镇民兵
队伍中退伍军人占 40%以上袁 党员占
30%以上袁集训点到率达 100%袁拉动
48小时内到点率 100%遥

海通镇整组点验提升民兵战斗力

Jiangsu Sheyang Taishang County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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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票人由于使用现金需要，将
未到期的银行承兑汇票转让给我
行，我行给付持票人现金的行为。
适用对象：主要面向持有未到期的

银行承兑汇票，但现有现金使用需
求的企业客户。

产品特点院1、丰富企业融资品
种。可将企业持有的银行承兑汇票

快速转化为现金，提高企业资金的
流动性，满足其流动资金需求。2、放
款速度快、融资成本低。票据贴现可
当日办理当日放款，且利息较低。

渊上接一版冤
我县以实施中央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试点县项目为

载体袁整合各类项目资金和社会资本 1.65亿元袁在全县建
设有机肥企业 3家尧镇级集中处理中心 11家袁对 30家规模
养殖场新建或改建畜禽粪污处理设施遥

野分户收集袁集中处理遥一个点对接一个面袁在辐射范围
内袁为不能自行消纳粪污的养殖户解决困扰遥 冶洋马镇农技
中心主任周正达说袁野收集粪污按每吨 50元计算袁 县承担
10元袁镇承担 10元袁养殖户承担 30元遥 冶
在洋马镇畜禽粪污集中处理中心袁 笔者看到有特定车

辆从养殖户那里收集粪污袁并被集中到两座蓄粪池遥一部分
经异位发酵处理袁另一部分经干湿分离袁干粪进发酵塔生产
有机肥袁液体进入黑膜氧化塘进行氧化袁两个月后输送到省
级野四星级旅游示范区冶鹤乡菊海滴灌系统袁改良土壤尧增加
地力遥

粪污变肥当然好袁这与政府的大力扶持密不可分遥我县
出台叶射阳县有机肥替代化肥行动实施方案曳袁明确使用畜
禽粪污处理企业生产的有机肥补助办法遥 为推动有机肥替
代化肥行动袁盐城绿旺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开足马力袁年粪污
处理能力达 5万多吨袁日生产有机肥 30吨袁呈现产销两旺
的势头遥

野养殖业不是必然带来污染的遥 冶县农业农村局负责人
说袁野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袁 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重
要内容遥只要科学谋划袁扎实推进袁实现种养平衡袁粪污得到
资源化利用袁射阳畜牧业必将造福更多的父老乡亲遥 冶

让错置的资源回归本位

渊上接一版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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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租金 900元/年遥 农场还
安排他干一些轻便活袁加上原来享受的低保袁年总收入达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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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伟和村干部找到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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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说怎么干我
就怎么干遥 冶他将 4亩责任田流转给村集体农场袁每年得
3600元租金遥 农场还安排活给他干袁 最多一天可挣 100
元工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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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今年将全部脱贫遥

播下野脱贫的种子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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