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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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假期里袁只要有空我们就到这儿来锻
炼遥 这儿离家近袁环境好袁条件也不错袁我们
非常开心遥 冶在县实验小学免费开放的体育
场上袁市民周女士一边挥动乒乓球拍袁一边
情不自禁地表述着自己的心情遥一旁围观的
市民郁标也随声附和遥 他们介绍袁县实验小
学体育场免费开放已经有三年多时间了遥
野前些年袁只有实验小学尧射阳县小学等一些
县城学校校园对外开放袁 我的朋友告诉我袁
现在县城尧乡村已经有很多学校的校园都对
外开放了袁 他们也可以到附近校园里散步尧
锻炼了遥 冶

野三年前袁我县启动部分有条件学校体
育设施场馆对外开放试点工作袁当时只安排
了零星的部分学校接受试点任务遥 冶县教育
局基建站负责人葛松超介绍袁野随着教育四

大惠民工程的深入实施袁我县对外开放体育
设施场馆的学校已经多达 23所遥 冶

葛松超所说的四项教育惠民工程袁是盐
城市委市政府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实施的一
项民心工程尧德政工程袁包括公办中小学开
展课后服务尧学生在校集中就餐尧学校体育
设施向社会开放尧中小学校教室装配空调等
内容遥

怎么让惠民工程早日与民众野会面冶袁让
群众早日享受惠民政策野红利冶钥 野从实施方
案出台到工程部署落实袁前后不到一个月的
时间遥 冶 县教育局局长颜彧说袁野因为 2017
年袁我县就已经启动中小学开展课后服务和
公办学校体育设施向社会开放试点工作袁具
有一定的优势遥 冶

四项教育惠民工程政策的颁布袁为我县

教育惠民政策再添动力遥我县把市文件精神
和射阳教育实际相结合袁因地因校制宜制定
实施意见袁结合县情实际创新工作举措遥

接地气尧可操作尧有特色袁是我县四项教
育惠民工程实施意见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遥
我县民办教育占比高尧体量大袁开展课后服
务经费未列入收费成本遥 制定意见时袁我县
根据国家和省支持民办教育发展的相关文
件精神袁将民办中小学课后服务同步纳入全
县中小学课后服务保障范围遥对公办中小学
集中就餐袁我县坚持多渠道尧多元化满足学
生就餐需求袁 一方面改造提升现有 33所公
办学校食堂袁一方面对不具备新建食堂条件
的县城 6 所公办小学袁通过公开招标袁引进
有资质的社会企业合作供餐遥对公办学校体
育设施对外开放袁 县财政设立 50万元专项

资金袁激发中心学校体育设施向社会开放的
热情遥

截至 8月上旬袁 全县中小学原有的课后
服务相关经费已经落实袁 现行的相关考核方
案即将出台遥 县城 6所公办小学学生集中就
餐食堂大宗食材招标采购办法已经颁布袁食
堂购置尧维修项目和预算已经下达曰社会企业
合作供餐已进入开标运行阶段遥 21所学校体
育设施已完成体育馆低收费对外开放袁 改造
和设施设备添置已经通过编制概算袁 正在政
府采购招标遥 教室空调已安装 2000余台袁69
所学校电力扩容尧线路改造工程已工程过半遥

县教育局四项教育惠民工程负责人表
示袁所有工程项目都确保按照时序进度逐一
落实到位袁确保各项教育惠民政策红利如期
与市民野会面冶遥

让教育惠民工程早日“会”民
要要要县推进教育四大惠民工程掠影

本报通讯员 江仁彬

野周书记袁听说最近来新书了袁我来找点家禽养殖
方面的书袁希望来得不算晚袁书还没借出去呢吧钥 冶家
住兴桥镇红星居一组的刘德兵早晨七点半就站在农
家书屋门口焦急地询问村书记遥

野不晚不晚袁这一批来了好多种植尧养殖方面的
书袁 你快进去选选吧袁 你家屋后王大婶也在里面挑
呢遥 冶村书记周士新笑着安慰道遥

野为了方便村民众阅读图书袁我们在农家书屋里
配备必要的桌尧椅尧电脑等用品袁夏营造安静整洁的读
书环境袁让农民心情愉快地读书学习遥 同时袁为了吸引
村民读书袁我们还经常调换书籍袁购买网刊袁确保书籍
报刊内容丰富多彩尧与时俱进遥 冶周士新向记者介绍
道袁野我们农家书屋的书籍报刊袁在增加网刊种类的同
时袁加大种植尧养殖等农业生产技术方面书籍的收藏
量袁提高农民的致富水平袁现在越来越多的村民闲着
喜欢往书屋跑了遥 冶
在跃中村农家书屋里袁记者看到许多前来借阅图

书的村民袁 他们在书架上仔细挑选自己需要的书籍袁
有的更是在电脑上浏览相关知识遥 野今年我承包了 12
亩地种植火龙果袁我也是个新手袁得赶紧找点书籍看
看袁学学技术袁这里还有电脑袁我还可以在网上请教一
些种植专家袁很方便袁就是得早点来袁不然就排队啦遥 冶
正在电脑前边浏览边记录的村民陈小刚兴奋地告诉
记者遥 在一旁的村民袁补充道院野这里还有空调袁环境又
舒服袁天热来看看小说也很享受袁现在越来越多的村
民喜欢耶宅爷在书屋里啦袁我们也来赶赶时尚遥 冶

村民休闲好去处
本报记者 施露 通讯员 刘颖

本报讯渊通讯员 缪静珍冤近年来袁我县深化拓展网
络公益工程建设袁 全面推动全县网络公益事业快速发
展袁让公益正能量助推网络空间更清朗遥
注重活动层次遥 加强网络公益工程的策划袁融合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袁以建设野小城故事窑有爱射阳冶网络
文化品牌为抓手袁 组织开展 野奋斗出幸福窑开心晒年
味要要要2019我在射阳过大年冶野网聚文明力量助力高质
发展冶等系列网络公益活动遥

注重工作创新遥 打造野互联网+公益+部门冶的网络
公益新模式袁引导更多群众践行公益崇德向善遥建立野体
制内+体制外冶野线上+线下冶 等网络公益活动联办联动
机制袁推动全社会共同参与网络公益主题宣传遥
注重资源统筹遥全面推进网络覆盖尧农村电商尧网络

扶智尧信息服务尧网络公益野五大工程冶袁在全县范围内实
现人尧财尧物尧资金尧信息尧技术尧服务尧政策等网络扶贫资
源的要素整合和效应放大遥 鼓励支持射阳论坛尧鹤乡射
阳等网络媒体以及县互联网协会等网络社会组织开展
网络公益活动遥 动员网络媒体尧网络公益平台尧公益组
织尧网络名人主动投身网络公益事业袁先后参与盐城市
网络公益健步走尧 江苏省第七届网络文化季尧野中国网
事窑感动 2019冶候选人推荐等各类网络公益活动遥

县“三个注重”推进
网络公益工程建设

本报讯渊通讯员 刘雅清冤为激发全县不动产登记
干部职工爱岗敬业尧积极进取的工作热情袁近日袁县自然
资源管理和规划局成功举办了全县首届不动产登记业
务技能竞赛遥

本次竞赛分理论知识竞赛尧业务技能比武尧咨询解
答考评三个项目遥 来自不动产登记中心尧各镇渊区冤国土
所渊分局冤共 44名选手参加了竞赛遥 奖项设置分中心组
和镇区组遥此次竞赛是对全县不动产登记干部职工业务
技能素质的大检阅袁不仅全面展示了我县不动产登记工
作的新面貌尧新形象袁对于提升登记队伍业务技能尧服务
效率和服务水平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遥 比赛有胜负袁服
务无止境遥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将一如既往尧再接再厉袁不
断提升业务素质和服务水平袁优化办事流程袁推动全县
不动产登记工作更好地服务广大企业和群众遥

县首届不动产登记
业务技能竞赛开赛

本报讯渊通讯员 刘德钊冤近年来袁县人社局大力实
施野互联网+人社冶行动袁将民生服务向指尖延伸尧向基层
拓展袁多让数据网上走袁少让群众路上跑遥
开发智慧就业创业系统遥该局积极打造线上线下融

合智慧就业创业核心系统和智能服务平台袁通过大数据
分析技术袁对全县劳动力资源数据尧用人单位用工需求
信息进行统计分析袁有效地推进野人企岗冶精准匹配遥
加快实现社会保险网上经办遥该局组织开发单位网

上查询申报尧个人网上参保缴费尧网上采集申办等网上
经办服务系统遥 加强人社尧税务尧财政之间业务协同袁实
现社会保险费征收实时传输尧实时到账尧实时查询尧实时
监管遥
稳步推进基层人社平台建设遥该局先后购置基础设

备和就业创业智能服务终端尧 社保自助服务等智能设
备袁在各镇尧部分中心村和社区投入使用遥加强与各相关
部门沟通协调袁逐步推进水尧电尧燃气尧数字电视尧通信尧
医院尧药店等相关单位接口改造升级袁拓展社保卡功能
应用袁不断提高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遥

县人社局

实施“互联网＋人社”行动

本报讯渊通讯员 陈建康冤8月 13日一大早袁海通
镇组织畜禽防疫员深入到各畜禽饲养户家中袁 对家禽
家畜进行防疫遥这是该镇加大畜禽防疫力度袁确保畜禽
饲养户增收致富的举措遥

海通镇共有生猪饲养户近百户袁 生猪圈存量达
11000头袁鸡鸭鹅圈存量达 20万只以上遥 为确保畜禽
饲养户增收致富袁使畜禽饲养这一传统项目发展下去袁
该镇不断加大加大畜禽防疫力度袁 念好畜禽防疫这一
野紧箍咒冶遥 该镇在 7月下旬印发夏季畜禽防疫的宣传
资料 3000多份袁自 7月 25日起袁组织畜禽防疫员对禽
畜圈进行灭源消毒袁对流行疫情进行全面防疫袁对重点
疫情进行跟踪防疫遥在此基础上袁对可能发生的疫情进
行排查袁实行镇村组三级报告制袁使畜禽防疫保持在稳
控稳防的常效状态遥

海通镇
念好畜禽防疫“紧箍咒”

近日袁 记者来到合德镇凤凰现
代农业园内的菇缘食用菌专业合作
社采访遥 推开该合作社蘑菇制作车
间大门袁 映入眼帘的便是工人师傅
正在进行装袋尧取菌等流水作业袁动
作整齐划一尧有条不紊遥一旁的拌料
车间里袁 一位脸色黧黑的师傅正在
将豆粕尧麸皮尧玉米粉尧杂木屑等原
料混合均匀袁 放入灭菌棚内的蒸锅
进行高温灭菌袁 自然降温后植入杏
鲍菇原种噎噎

这位搅拌原料的师傅叫张怀
志袁今年 64 岁袁是合德镇凤凰村村
民遥前年袁他把家里的 8亩土地以每
亩 1200元的价格流转出去袁然后到
合作社上班遥提起现在工作袁这位憨
厚的庄稼汉子高兴地对记者说院野现
在每天上班 8小时袁 每个月可以拿
到 3000元左右工资袁对于我这个上
了年纪的人来说袁很难得了遥 冶

记者走进出菇车间袁 只见一包
包白胖圆润尧顶着褐色野帽子冶的杏
鲍菇长势喜人袁 几个工人正在对它

们进行疏蕾袁以确保产品质量遥 该合作社的负责人
刘义正在一旁查看杏鲍菇的长势遥 野今天是我们第
二批杏鲍菇出菇袁大约有 8000 斤袁已经被苏州尧南
京等地的客户预定了遥 冶

谈起杏鲍菇袁刘义如数家珍院野杏鲍菇是一种集
食用尧药用尧食疗于一体的珍稀食用菌新品种遥 我们
合作社从原料搅拌尧制包尧净化尧接种尧养菌尧出菇等
生产流程全部实现工厂化育菇袁出菇环境好袁不受
气候等影响袁也不使用农药尧化肥袁真正做到绿色尧
有机尧无公害袁生产出来的杏鲍菇菇体整齐尧色泽一
致袁深受市场喜爱袁根本不愁销路遥 冶

创业成功袁并没有让刘义停下脚步袁他时刻惦
记着如何发展壮大合作社的食用菌产业遥 刘义告诉
记者袁菇缘食用菌专业合作社采用液体菌种尧机械
打包尧自动化接种袁温尧光尧湿自动调控袁中央空调式
并联制冷机组等一系列行业新工艺尧新方法袁具有
自动化程度高尧质量好尧成本低尧环境优等一系列优
势袁项目建成后将利用生产速度快尧发菌能力强的
特点袁 为合作社成员及周边农户提供成熟菌包袁由
农户出菇袁合作社统一收购销售袁带动更多村民致
富遥

野我们打算通过 2要3年的努力袁带动 300户农
民共同致富袁每年为他们创造 1要1.5万元的效益遥 冶
刘义对未来充满信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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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乡村振兴，建设美丽乡村，做好农村垃圾分类工作
是重点。要把垃圾分类纳入文明村镇创建考评体系内容加以
管理，通过探索农村垃圾分类“三路径”，促进农村生态文明
建设发展。
探索农村垃圾分类源头管理路径。垃圾分类工作重点抓

源头，只有源头分类好了，后续工作才会简单。要强化群众垃
圾分类意识，通过高渗透、高密度的入户宣传，让每家每户的
村民认识到垃圾分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养成垃圾分类的良
好习惯。

探索农村垃圾分类终端处理路径。落实垃圾分类设施保
障，要加强终端处理设施的建设力度，推进可降解与不可降
解垃圾的有机化处理，提高垃圾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改
善群众生活质量。引导农户按照“能否腐烂”这个容易辨识的
特征初次分两类投放，再由经过系统培训的保洁员，对农户
提交的“不易腐烂”垃圾二次分拣为可回收垃圾和其他垃圾，

确保农村生活垃圾
在源头被准确分为
有机易腐垃圾、可回
收物、有毒有害垃
圾、其他垃圾四类。

探索农村垃圾分类监管机制路径。充分发挥农村乡贤作
用，实现垃圾分类党员引领，环境保护党员带动，由村党员干
部发挥模范作用，制定垃圾分类监管机制。要求保洁员上门
每家每户分类收集垃圾时，通过面对面交流、指导，让农户很
快可以学会垃圾分类常识，并逐步养成分类习惯；组织定期
与不定期的日常检查，对分类不到位的家庭进行及时整改，
对分类情况优秀的家庭给予一定的激励；通过积分兑换实
物、引入“点赞榜”“红黑榜”等竞争激励措施，让村民在“会
分”垃圾的同时更“愿意分”，确保提高村民垃圾分类积极性，
实行垃圾分类常态化。

农村垃圾分类需走正确路径
易木

今年以来袁黄沙
港镇全力加快国家
中心渔港建设步伐袁
投入 5000多万元的
渔港二期工程袁已完
成 150 米上岸码头
及 550 米长系泊岸
线袁提升了港口泊船
容量袁增强了综合配
套功能袁为实现渔港
泊船 1000艘尧 年交
易额 30 亿元的目
标袁 奠定坚实基础遥
图为渔民在渔港平
台整理网具袁做好开
捕准备遥
王荣 陈婧菲 摄

为了让孩子们度过一个愉快而充实的暑假袁 江苏
省少儿数字图书馆联合县图书馆为小读者们准备了丰
富多彩的系列数字资源线上线下活动遥 图为 8月 10
日下午袁野龙的传说冶亲子主题阅读推广活动现场遥

葛静漪 陈延 摄

2019年 4月袁 由中共射阳县委宣传部尧 射阳县委党史
办尧射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尧射阳县教育局联合举办的野我
与红色文化冶主题征文活动袁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尧
踊跃参与遥目前袁活动已经结束袁经评委会初评和终评袁分为
成人组尧 未成年人组共评出 46篇获奖作品袁 其中一等奖 4
篇袁二等奖 8篇袁三等奖 12篇袁优秀奖 22篇袁现将评选结果
予以公布院

成人组
一等奖

1尧一枚野要来冶的纪念章 噎噎 郭开国
2尧从野土翻译冶到野讲解员冶 噎噎 张同祥

二等奖
3尧崇高的纪念 噎噎 颜玉华
4尧没有脚趾的亲家 噎噎 顾长清
5尧为了寻找红色特工要要要戴龙 噎噎 李泉
6尧将红色文化化成文学的激情与力量 噎噎葛维屏

三等奖
7尧人民功臣 噎噎 李建霞
8尧我与野小战士冶的忘年交 噎噎 张建忠
9尧请巴老签名袁我也追了一回野星冶 噎噎 彭辰阳
10尧70年袁红色文化伴我行 噎噎 江正
11尧信仰的力量 噎噎 李小玲
12尧我与 12名革命先烈的故事 噎噎 潘红

优秀奖
13尧永不能忘的红色 噎噎 邱玲娜
14尧杀敌不只是在战场 噎噎 冯小雨
15尧野江大锹冶与野仇大筐冶的诞生 噎噎 韩沁
16尧丰碑要要要烈士英灵永驻的地方 噎噎 钱牡丹
17尧野曙光冶精神耀千秋 改革发展换新貌 噎噎 陈颖
18尧毛主席命令 噎噎 顾涵
19尧棠梨花映白杨树 噎噎 王鹃
20尧伤心泪 噎噎 董植树
21尧红色基因永传承 噎噎 陈晓霞
22尧颂歌一曲到永远 噎噎 邱朝平

未成年人组
一等奖

1尧照亮生命的红星 噎噎 张婷婷
2尧我心中的那抹红 噎噎 高子峰

二等奖
3尧岁月不老 大爱永存 噎噎 陈湘湘
4尧在巴爷爷的故事中成长 噎噎 夏婕
5尧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噎噎 朱静悦
6尧追寻红色记忆 感悟革命精神 噎噎 陆琦钰

三等奖
7尧走在发鸿街头 噎噎 陆贞彤
8尧红色经典为我指引人生方向 噎噎 皋鑫
9尧让红色记忆永远留存 噎噎 徐慧霖
10尧雷锋精神代代传 噎噎 姜沛成
11尧党在我心中 噎噎 徐媛
12尧让爱传递下去 噎噎 李浩然

优秀奖
13尧继承革命传统 弘扬长征精神 噎噎 杨家钦
14尧传承红色文化 争做时代新人 噎噎 王思雨
15尧弘扬红色文化 传承红色基因 噎噎 刘倩
16尧追寻红色经典 传承先辈精神 噎噎 张栋铭
17尧红色文化凝聚中华魂 噎噎 邱文婕
18尧美丽的泰山庙 噎噎 陆凌杰
19尧野红色文化冶伴我成长 噎噎 王丽荣
20尧传承红色文化 争当四好少年 噎噎 张子锌
21尧难忘的野红色之旅冶 噎噎 韦杰
22尧野红色世家冶小传 噎噎 凌清文
23尧巍巍中华魂 噎噎 董晓蓉
24尧缅怀革命先烈 继承革命传统 噎噎 胡蝶
请成人组获奖作者于 8月 20日-8月 30日到县行政中

心 513 室领取获奖证书遥 联系人院 乔晓华袁 联系电话院
89290513遥未成年人组获奖作者于 9月 1日-9月 10日到县
教育局政法科领取获奖证书遥 联系人院杨义艳袁联系电话院
82379936遥

野我与红色文化冶主题征文活动组委会
2019年 8月 12日

关于公布“我与红色文化”主题征文活动评选结果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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