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连日来袁黄沙港镇人武部积极做好征兵宣传工作袁利用集市制作宣传展板尧印发宣传资料袁着力营造
野一人参军袁全家光荣冶的浓厚氛围遥 图为该镇人武部工作人员利用集市发送征兵宣传资料遥 王荣 摄

本报讯渊通讯员 王楠 姜慧敏冤7月 11日袁县供电公司运检
部员工来到合德镇高新科技创业园袁主动了解客户的用电需求袁帮
助企业解决有关用电事宜遥

为更好的服务企业客户袁 该公司运检部定期开展优化营商环
境走访活动袁组织党员服务队进企业尧访客户袁进一步精简办电环
节袁推进业务提速提质遥 创建服务受理野零推诿冶尧服务质量野零差
错冶尧服务方式野零距离冶尧服务结果野零投诉冶的野四零冶承诺服务星
级营业厅袁进一步压缩办电环节尧简化审批程序遥 同时依托掌上电
力尧电 e宝尧三型一化营业厅等线上服务渠道袁为客户提供用电信
息查询袁电子账单尧电子发票下载等服务遥 该公司还对企业用电行
为免费监测袁提供峰谷电价构成尧大工业基本电费容量需量对比分
析等服务袁有效降低客户电费成本遥

截至目前袁 该公司运检部员工累计上门服务企业客户 56次袁
协助企业消除各类安全用电隐患 13处袁 发放电力安全宣传材料
300多份袁接受客户用电咨询 35次袁用实际行动打造良好的营商
环境遥

县供电公司

开展上门服务活动

本报讯 渊通讯员 陈德忠冤7月 13日下午袁海
河镇关工委会同海河小学关工委举行野老少同台颂
祖国冶演讲比赛遥

来自该镇关工委的四位老干部尧老教师与海河
小学五位少先队员同台演讲了 叶世世代代颂党恩曳
叶我有祖国我有母语曳叶国旗升起来曳叶长城与运河曳
叶伟大的祖国曳叶我为您骄傲曳等诗歌和散文遥他们通

过这种形式袁深情抒发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尧听党
话跟党走的家国情怀袁真情表述在美好新时代的征
程中砥砺奋进尧勇于担当袁让青春出彩的坚定信念袁
衷情倾吐在祖国怀抱里茁壮成长袁长大做社会主义
合格接班人和建设者的感恩愿望遥 演讲结束后袁镇
关工委对参赛选手颁发了证书和奖品遥

海河镇举行“老少同台颂祖国”演讲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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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通讯员 宋玲玲 记者
周蓉蓉冤野三夏冶以来袁为打好野蓝天碧水冶
保卫战袁 我县安排农业农村局相关人员
顶着烈日炎炎尧 战斗在酷暑的农业生产
第一线袁 为秸秆机械化还田工作提供技
术指导袁组织尧协调作业机具集中实施秸
秆还田袁 确保秸秆机械化还田作业取得
成效遥据统计袁今年我县夏季三麦种植面
积为 122 万亩袁 实际落实秸秆机械化
120.17万亩袁还田率高达 98.5%袁超额完
成省尧 市下达的麦秸秆机械化还田目标
任务袁连续七年实现秸秆焚烧野零火点冶遥

宣传培训先行袁 进一步提升政策知
晓率遥我县切实发挥叶2019年秸秆机械化
还田作业补贴政策致农民朋友的一封

信曳的作用袁利用广播尧电视尧网络尧手机
短信尧横幅尧标语等多种手段进行广泛宣
传秸秆机械化还田的意义尧 秸秆机械化
还田的优势袁将操作流程公布上网袁进一
步提高秸秆机械化还田政策补贴知晓
率遥

强化政策扶持袁 进一步落实好机具
调度遥 结合我县实际袁主动向农民尧农机
专业合作社尧家庭农场尧农机大户尧流转
土地的农业大户等宣传尧 介绍农机购置
补贴机具的种类范围和重点补贴机具遥
加大大中型拖拉机尧 秸秆还田机等高性
能还田机具数量袁 今年共投入大于 100
马力的轮式拖拉机配秸秆还田机 2997
台套袁80到 100马力轮式拖拉机配秸秆

还田机 1339台套袁确保满足还田作业需
求遥

做好技术指导袁 进一步加强农机作
业质量遥强化机具配套袁依托粮食生产全
程机械化示范县创建袁 加大麦秸秆机械
化还田与水稻机插秧技术的推广应用袁
并制定秸秆机械化还田技术路线袁 印发
水稻机插秧明白纸袁 组织开展技术指导
服务工作袁加强技术指导与培训袁提高技
术推广到位率袁 切实提高还田作业质量
和实施效果遥 三夏以来举办秸秆机械化
还田技术培训尧水稻机插秧培训等 5期袁
集中培训农机手尧 骨干操作手 7000 余
人遥

细化任务落实袁进一步确保秸秆野零

火点冶遥按照省级作业补助资金野谁还田尧
补给谁冶原则袁要求各村居制定野规划图尧
申报表冶袁将还田任务分解到村组尧落实
到农户尧明确到地块袁科学合理安排好夏
季工作计划和作业补助袁完成目标任务遥
县农业农村局专门成立全县夏季秸秆综
合利用督查组袁对各镇区夏收夏种尧秸秆
综合利用和禁烧工作进行督促检查曰要
求督查组成员深入镇村一线袁 切实做好
夏季抢收抢种尧 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相
关督查工作曰且督查期间袁定期汇报宣传
发动情况尧收种进度尧秸秆处理方式尧禁
烧现状遥真正做到野抓铁留痕冶袁实现全程
跟踪管理袁 提高整体推进效果和实施水
平遥

连续七年实现秸秆焚烧野零火点冶要要要

今夏依旧“射阳蓝” 本报讯渊通讯员 李涵冤今年以来袁县委依法治县办突出野四个
重抓冶深入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袁加快建设法治射
阳尧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遥

重抓依法行政遥深化野放管服冶改革袁加强无人政务服务大厅建
设袁实现无人政务服务自助一体机村渊居尧社区冤全覆盖遥 建立完善
重大行政决策第三方评估论证机制袁 严格落实重大行政决策终身
责任追究制度遥人民群众对法治政府建设的满意率达 90%以上遥重
抓公正司法遥健全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袁及时查处和
制裁各类违法行为遥开展法官尧检察官尧警官尧律师野三官一律冶联合
接待涉法涉诉信访活动遥 开展野全警大学习冶活动加强政法领导班
子和干部队伍建设遥重抓社会治理遥深入推进野无访无诉镇区尧村居
渊社区冤尧网格冶创建遥 扎实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遥 按照社会治理
野一张网冶野五统一冶野五没有冶要求袁加强县镇村三级综治中心尧网格
中心尧矛调中心一体化建设运行遥加强升级版技防城和野雪亮工程冶
建设袁重点行业及领域的重要部位尧重点公共区域视频监控覆盖率
达 100%遥 重抓法治宣传遥 深化野七五冶普法袁完善野谁执法谁普法冶
野以案释法冶野媒体公益普法冶工作机制袁实施法治宣传野融媒体冶工
程遥 打造特色普法品牌袁争创全国野七五冶普法终期先进县遥

县突出“四个重抓”推进法治建设

本报讯渊记者 成杰 通讯员 朱林峰冤为扎实开展脱贫攻坚
工作袁助力乡村振兴袁长荡镇积极推进扶贫项目建设袁实行针对性
帮扶政策袁积极营造帮扶氛围袁不断提升低收入人口的生活水平袁
确保在今年完成 3个贫困村退出和 524个贫困人口脱贫的任务遥

拓展项目范围袁保障经营收入遥在经济薄弱村广泛推进土地流
转袁实施规模化经营种植曰核准村内土地渗溢面积袁增加集体土地
经营性收入曰 加快推进扶贫项目建设袁 推动扶贫项目资金落地见
效遥实行对户施策袁确保全部脱贫遥落实好小额扶贫贷款政策袁主动
帮助有需要的低收入农户与农商行对接袁提供免息贷款袁为有创业
项目的低收入农户解决缺乏启动资金难题曰对无法自主脱贫的袁整
合各界资源实行托底帮扶遥强化帮扶责任袁营造有爱氛围遥强化结
对帮扶袁全镇所有结对帮扶党员干部入户走访每年不少于 4次袁着
重宣传各项扶贫政策袁让贫困户深入了解尧知晓自己所享受的扶贫
政策曰切实加强专项督查袁镇纪委尧督查办集中力量查办扶贫工作
中存在问题袁扎实把扶贫工作做细做出成效遥

长荡镇

脱贫攻坚出实招

本报讯渊通讯员 成麟祥冤今年来袁盘湾镇将开拓税源尧发展税
源作为财税工作第一要务袁突出抓好项目建设尧企业生产和税收征
管等重点工作袁积极培育壮大财源袁全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遥

加大收入组织力度遥抓主体税源遥持续加大对规上企业的服务
力度袁引导企业研究开发新产品袁增强市场竞争能力和盈利创税能
力遥积极会同税务部门做好企业纳税督导工作袁强化与企业沟通对
接袁提高企业纳税意识袁确保税收按规定及时足额入库遥 抓骨干税
源遥 强化为企服务理念袁全力做好征地拆迁工作袁加快在建项目建
设进程袁 致力拓宽房地产税收增收空间袁 积极开发房地产服务工
作袁帮助协调解决各类难题遥

加大财源培植力度遥重抓产业项目招引袁紧紧围绕野前延后伸尧
增粗拉长冶的要求袁加大对汽配产业链上高端项目引进力度袁全力
突破一批税收贡献率大的龙头型项目袁以大项目带动大发展袁实现
大提升遥重抓资产盘活重组遥对全镇现有闲置厂房开展精准招商袁
努力寻求对外合作袁以资源换资金尧换技术袁不断优化增量尧盘活存
量袁培植新增长点遥

盘湾镇

积极培育壮大财源

本报讯渊通讯员 崔飞龙冤连日来袁射阳经济开
发区周密部署尧精心推动落实袁多措并举扎实推进
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工作袁全面压实安全生产责
任袁确保安全生产形势稳定遥

该区坚持宣传教育全方位袁专门成立区安全生
产专业委员会袁明确工作职责袁召开安全生产会议袁
不断增强各级干部对安全生产的责任感曰通过宣传
栏尧村居广播尧新媒体等载体袁强化全民安全生产意
识袁倡导安全生产方式袁让安全高于一切的意识在
全区干群心中落地生根遥 坚持隐患排查全覆盖袁督
促企业自查自纠袁 安监部门深入一线明察暗访袁村
居建立网格员安全生产考核体制袁邀请专家帮助指
导袁围绕各行业尧各领域尧各条线进行横向到边尧纵
向到底的排查遥 坚持隐患整改零缺位袁建立交办单

制度袁对安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和隐患实行野零容
忍尧严执法尧重实效冶袁明确整改责任人尧整改时间尧
整改要求袁能整改的责令立即整改袁不能立即整改
的袁及时下达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袁明确整改时限袁
并按照野五落实冶(预案尧资金尧时限尧责任尧措施)的
要求督促抓好整改袁消除安全隐患遥 坚持督导检查
常态化袁每周召开过堂会袁听取重点隐患整改进度袁
研究推进措施曰成立安全生产大检查大整治督查领
导小组袁把隐患排查尧隐患整治纳入日常工作范畴曰
对攻坚行动中发现的隐患按照严重程度尧 整改情
况袁追究相关单位和责任人的责任曰对隐患排查整
治不力的单位和责任人袁 依法从严追究相关责任袁
最终形成制度化尧规范化尧常态化隐患排查治理机
制遥

射阳经济开发区密织安全生产“防控网”

本报讯渊通讯员 邱玲娜冤自野学习强国冶平台正式上线以来袁
新洋农场高度重视袁扎实做好宣传推广应用工作袁掀起了强劲的学
习热潮遥

为确保学习活动长效化尧常态化尧深入化袁该农场制定相关学
习制度袁 把学习强国的学习情况与党建工作挂钩尧 与科室绩效挂
钩袁建立学习管理机构和定期通报机制袁并将野学习强国冶平台使用
情况列入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考核内容袁各支部督促党员袁特别是
流动党员下载尧使用野学习强国冶学习平台袁坚持登录学习袁定期通
报各支部学习情况袁把野学习强国冶平台建设成为党员学习教育的
主阵地袁大家彼此学习讨论袁互相交流学习心得袁晒积分袁促学习袁
在场内掀起野学习强国冶的野大学习冶热潮遥

野学习强国冶系列活动的开展袁充分调动了全场广大党员使用
野学习强国冶学习平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袁目前袁该农场激活人数
272人袁已有 10多名党员学习分数达到了 7000分以上袁位居全县
同类别党委前列遥

新洋农场

活用“学习强国”提升职工素质

野今天在这里袁我很荣幸以一位耶生态
卫士爷的身份袁来讲述在这片仙鹤飞舞的地
方袁一个又一个耶真实的故事爷冶遥近日袁曾亲
自将徐秀娟从齐齐哈尔接到盐城的盐城国
家级珍禽自然保护区研究员吕士成在县委
党校学术报告厅向我县 300多名从事环保
工作的基层一线人员尧 企业和志愿者代表
做了一场生动的宣讲遥

一同参加宣讲的还有大丰麋鹿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职工卢兴保袁 东台黄海海滨国
家森林公园职工冯坤乔袁 滨海县现代农业
园区夹堆村村民于连袁 盐城生态环境局党
组成员尧 副调研员单广智等 4名 野生态卫
士冶遥

此次宣讲报告会旨在进一步学习徐秀
娟式野生态卫士冶先进事迹袁深入推进新时
代文明实践遥 宣讲团成员单广智尧吕士成尧
卢兴保尧冯坤乔尧于连富都是奋战在一线岗
位的环保卫士和优秀代表袁 为全市生态环
境保护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遥 宣讲报告会
上袁他们围绕工作实际袁生动描述了在保护
生态环境中的难忘事件袁 深刻阐述了保护
生态环境的重要意义遥

吕士成在宣讲中铿锵有力地说道院野今
天在这里我承诺袁在仙鹤飞舞的地方袁我将
继续用一份朴素的情怀袁 守护这里的每一
个生命袁续写奋斗奉献的耶真实故事爷袁描绘

国家级珍禽自然保护区水草丰腴尧芦花万里尧百鸟嬉戏尧鹤
鸣九天的美丽图景遥 冶

重温他们的绿色传奇袁大家纷纷表示袁在今后工作中袁
将以五位生态卫士为学习标杆袁 紧紧抓住今年盐城黄海湿
地申遗成功的有利契机袁坚守投身环保事业的初心袁积极履
职尽责袁筑牢生态优势袁让绿色成为射阳高质量发展的野最
美底色冶遥
志愿者管书云表示受益匪浅袁 她说院野环境保护不单单

是政府的事袁也不是某个企业的事袁而是每个人的事情遥 作
为一名志愿者袁 我应该发挥志愿服务的功能袁 带领身边的
人袁倡导他们低碳生活尧绿色出行袁从点点滴滴做起袁为我们
美好的生活家园作出自己的贡献遥 冶

来自环保一线的代表尧 县生态环境局办公室主任李园
林深有感触地说院野作为一名基层生态环境工作者袁 我要积
极投身生态环保事业袁扎实开展各项工作袁全力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袁为建设美丽射阳尧生态射阳贡献自己的力量遥 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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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炎夏日到了，在安全度暑的问题上，已不仅仅
是公民个人的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比如高温
期，商场、银行等公共场地要有大度的情怀，容纳一部
分有纳凉需求的人，让他们免除高温煎熬，也最大程
度上显示出社会的关怀与温情。

除此之外，我们还得将关注的目光投向那些室外
的劳动者身上。现实生活中，有很大一部分人需露天
或在高温环境下工作，比如说建筑工人、环卫工人等。
工作环境决定了他们没有办法享受空调的清凉，而事
实上他们是最需要得到高温关怀的人群。可以说他们
的安全度暑是衡量劳动关怀是否到位的一项刚性指
标。这方面，有关部门需要高度关注这些高温特殊环
境里工作的人群，需做好防暑降温服务，给这些人员
提供必要的防暑措施。

同时，我们不能忘了那些“空巢”的老人，从体质
上来讲，高温环境对老人的身体不利。此时，社会及相
关组织要在摸底的前提下，深入特殊家庭，以最大的
诚意帮助这部分人做好相应的防暑工作，以确保这个
特殊群体安全度暑。

高温来了，我们无法躲避，但高温无情人当有情。
我们应当以高度的责任感与人性化的关怀，做好一年
一度的防暑降温工作。一句话，面对已经到来的炎热，
相应的高温关怀要跟上，以最大程度上满足大众对防
暑降温的需求，确保生命的安全。

烈日炎炎，高温关怀需跟上
易木

近年来袁县公安部门在出入境尧身份证和户籍办理等方面积极拓展各项便民利民措施袁优化办事流程袁
方便群众办事袁赢得了群众的好评遥 图为公安民警向办事群众耐心答疑遥 陈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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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      pdfFactory Pro        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