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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企业业主、自然人组成的有
限责任公司股东，种养业农户从事
生产、流通、服务等经济活动中的流
动资金需求，而投放的额度在 500

万元以内的个人经营性贷款。
产品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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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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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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渊记者 成杰冤9月 5日上午袁县委常委尧宣传部长董
光威赴交通路社区会办文明城市创建工作袁 并就当前存在的突
出问题提出整改要求遥

在庆南小区尧为民路创建现场袁董光威实地察看小区道路环
境卫生尧文明创建宣传尧管理服务等情况袁要求强化小区物业管
理袁完善基础配套设施袁提升绿化覆盖率袁着力提升创建为民获
得感遥 着力凝聚创建主体在民共识袁加强创建宣传发动袁推动市
民尧企业尧单位同向发力袁形成文明创建工作强大合力遥加强道路
两旁墙面公益广告宣传袁重抓道路交通秩序尧路面环境尧绿化提
升袁努力将道路打造成为城市靓丽风景遥在交通路社区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袁董光威对该站文明实践工作表示肯定袁并要求实践站
充分发挥社区网格作用袁 夯实基层阵地基础袁 优化志愿服务项
目袁创新文明实践形式袁经常性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袁
不断提升市民文明涵养遥 在迎宾馆文明城市创建点袁 董光威指
出袁宾馆是展示城市对外形象的重要窗口袁也是体现一个城市社
会文明程度的重要载体遥 迎宾馆在创建过程中要做优现代化管
理方式袁提升志愿服务驿站为民服务水平袁优化创建宣传形式袁
努力打造业内服务品牌袁引领城市文明新风尚遥

县领导赴挂钩社区现场
会办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本报讯渊记者 彭岭冤9月 4日袁县委常委尧组织部长田海波
率队赴盐都尧大丰尧东台等地考察学习农业产业化工作遥

考察团一行先后考察了盐都区江苏蕴之宝糖果食品有限公
司尧江苏祥圣食品科技有限公司袁大丰区江苏禾丰粮油工业有限
公司袁东台市中粮肉食渊江苏冤有限公司袁详细听取企业情况汇
报尧察看产品加工生产车间尧了解企业运行及管理情况遥

考察学习后袁考察团一致认为盐都尧大丰尧东台等地农业产
业化工作发展思路清晰袁布局合理袁各项目发展能结合当地实情
和市场需求袁项目对当地及周边村民的辐射带动功能强遥他们认
为我县在加快农业产业化工作的过程中袁可以借鉴这些经验袁创
新发展理念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袁拓宽产业领域尧提升产业附加
值袁推动农业与工业袁农业与第三产业对接袁实现野接二连三冶快
速发展遥
县工信局尧农业农村局等部门主要负责人袁盐城市怡美食品

有限公司尧射阳县庆元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尧江苏洪宁食品有限
公司等县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负责人参加活动遥

县组团外出考察
农业产业化工作

本报讯渊记者 吴炘恒冤9月 5日下午袁全县野残疾人之家冶
现场推进会在县残疾人联合会四楼会议室举行袁 副县长戴翠芳
主持会议并讲话遥
在听取各镇区的报告后袁戴翠芳指出袁做好残疾人工作责任

重大袁意义深远遥 召开全县残疾人之家现场推进会袁主要目的是
总结全县残疾人之家建设运行情况袁深入剖析存在的问题袁研究
部署下一步工作推进措施袁 推动全县残疾人之家运行工作取得
新成效遥她要求袁各镇区要客观总结成绩袁进一步明确工作目标曰
要把牢重点环节袁进一步提升服务能力袁强化基本功能尧扩大服
务容量尧延伸服务触角尧提高规范化水平曰要健全工作机制袁进一
步凝聚工作活力袁加强组织领导尧用好奖补资金尧强化督查推进袁
进一步增强全县广大残疾人的获得感尧幸福感袁共建和谐美好家
园遥

县推进“残疾人之家”建设

一把放大镜袁几份党报党刊袁居住在
临海镇五岸居七组的 95岁范兰贵至今仍
然保持阅读的习惯袁不断学习新理论遥 入
党 73年来袁他始终牢记入党誓言袁始终践
行诺言袁续写了许许多多一心为党尧真情
为民的感人故事遥

野我为什么要加入中国共产党袁答案
只能是两个字院信仰遥 冶出生在 1924年的
范兰贵袁深受地主压迫袁家里没有田地袁只
能为地主做工勉强维持生活遥经历了土地
战争尧抗日战争等袁看透了国民党的虚伪
狡诈袁范兰贵清晰地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
党一心为民遥 因此袁一心想为群众做事的
范兰贵主动地接触身边的党员袁学习马克
思主义袁同时他也积极带领群众打土豪分
田地尧送子参军尧支援前线噎噎野我那时候
一点儿也不怕国民党和地主袁就想努力为
人民解放出一份力遥 冶表现突出的范兰贵

于 1946年 3月正式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
党遥 野找到了组织袁有了信仰袁自己干事也
更加有力量了遥 冶

为了支援前线袁 范兰贵积极参军参
战遥 野那时候条件艰苦袁也充满危险袁但我
们党员都是一马当先袁 用 50辆小车装着
弹药尧口粮跟着部队走袁一走就是好几千
里袁有时候三四个月才能回家一次遥冶1948
年袁淮海战役打响后袁我军投入了大量的
兵力进行会战袁 范兰贵积极响应号召袁主
动申请负责从前线抬救伤员遥 野双方交战
的火力很猛袁子弹在头上呜呜地响袁打得
我们没法抬头遥只能把一个个伤员背在身
上袁一点一点地往外爬遥一场恶战下来袁自
己的衣服全是血袁都是战士的鲜血遥冶谈起
这些袁范兰贵至今难以忘怀遥野后来有人问
我怕不怕袁我说不怕袁但是恨袁恨那些敌
人遥 要是当时那些衣服能保存下来就好
了袁 可以让现在的年轻人好好看一看袁铭
记历史袁珍惜现在的好生活遥 冶

淮海战役后袁范兰贵被调到苇荡乡担
任乡长遥在这期间袁他一直把野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冶当作自己的宗旨袁积极宣传党
的政策袁组织农民恢复农业生产遥 1957年

9月袁因实行去乡并社袁范兰贵开始担任
村书记遥野改革开放前袁我们这边农村普遍
很穷袁吃不饱饭遥作为一名党员袁我就想着
如何才能让人民生活过好点袁这样我心里
也才踏实遥冶为了改善村民的生活袁范兰贵
处处带头袁每天早起带领村民进行集体劳
动袁和村里人一起去生产队干农活袁挣工
分袁 从不因为自己是村书记就有所区别遥
因为是集体的利益袁 总会有一些人懈怠袁
能偷懒则偷懒遥 野我就对那些人一一进行
思想教育袁 主要告诉他们要诚实劳动袁多
劳多得分遥如果偷懒被发现袁就工分减半遥
这一招很管用袁大家都自觉劳动遥 即使在
三年困难时期袁我们也从未向政府要过一
分钱遥 冶

改革开放后袁有不少的村干部都离乡
外出务工经商袁逐渐发家致富遥 每当有人
劝范兰贵离开农村去大城市挣钱袁范兰贵
总是委婉拒绝遥野去大城市个人挣钱袁我更
愿意带领村民一起挣钱遥冶为此袁范兰贵带
领大家拓展多种经营袁种植棉花尧辣椒等
经济作物袁鼓励沿街村民利用自家房屋开
设经营商铺等措施袁村民的生活得到明显
改善遥

野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袁没有离退休之
说袁只是工作内容变了遥冶范兰贵退休不褪
志袁有热就发光袁时刻关心村里工作遥在村
道路硬化尧改善村庄环境尧防旱排涝尧宣传
移风易俗等村级事务上袁都活跃着范兰贵
的身影遥 在当好群众野闲事官冶的同时袁范
兰贵的老年生活也丰富多彩袁阅读自己喜
欢的书籍尧为年轻干部上党课尧为村里小
孩子们讲战争年代红军故事噎噎也有人
时常问范兰贵袁 退休了还要这么拼命袁图
什么钥 野我当过兵打过仗袁 又是一位老党
员袁这督促我继续为群众服务袁干到干不
动为止遥 冶

家风连着党风遥范兰贵不仅对自身要
求严袁对子女要求也十分严格遥野他们是党
员的后代袁 更应该树立起党员家庭的形
象遥 凡是对党尧政府尧人民有害的事袁打死
也不能干浴 不许收别人一分钱袁更不许占
人家一点便宜遥冶在范兰贵的言传身教中袁
五个子女兄友弟恭尧和和睦睦袁其中三个
儿子都已成为为人民服务的公职人员袁而
大儿子和三儿子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遥

范兰贵：用奋斗诠释信仰的力量
本报记者 王中印

本报讯渊通讯员 朱莉冤今年以来袁县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为民生工程尧集镇建设尧工业用地合理布局规
划袁高效完成镇村布局规划编制工作遥

该局坚持因地制宜尧生态优先尧节约优先尧农民主
体地位尧突出地域特色尧历史文化传承尧生活习惯和乡
风文明建设的原则袁 对各村居进行基础资料收集袁对
村庄发展情况形成文字材料袁包括行政村尧自然村数
量袁新建集中居住示范点数量尧规模以及存在的问题
和困难袁特色产业发展情况袁形成村庄统计调研表格遥

对现状村组按照 野集聚提升类村庄冶野特色保护类村
庄冶野城郊融合类村庄冶野搬迁撤并村庄冶和野其他一般
村庄冶进行分类袁将村庄分类定位尧定图袁制定村庄分
类方案袁确定工作方案遥 盘活利用农村零星分散的存
量建设用地袁统筹布局农村生产尧生活尧生态空间袁高
标准建设野一镇十村冶集中居住示范点袁引导农民按照
不同村庄分类改善居住条件袁优先改善低收入农民户
居住条件袁妥善解决野空关房冶现象遥

县高效完成镇村布局规划编制工作

本报讯渊通讯员 夏冬富 蔡云龙冤近年来袁县卫健委始终
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袁聚力野四大行动冶袁全面提升县级医院综
合能力袁满足县域居民医疗服务需求遥

开展野基本建设达标冶行动遥加快新港城人民医院建设步伐袁
实施县中医院旧病房楼改造工程遥 按序时推进总建筑面积 5.89
万平方米尧250张床位的妇幼保健院建设工作袁有序开展配套医
疗设备采购工作遥

开展野服务能力提升冶行动遥 县人民医院向三级医院的标准
看齐袁县中医院争取年内通过二甲复评遥 主动接轨上海袁加强重
点专科能力建设袁新增一批市级临床重点专科袁争创省级重点专
科遥加强胸痛尧创伤尧卒中尧高危孕产妇尧高危新生儿救治等野五大
救治中心冶建设遥

开展野医技人才强基冶行动遥灵活开展校园招聘袁配齐配强专
业技术人员袁医技人员 8%以上具有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遥 加
强对住院医师尧专科医师的规范化培训袁每年选送不少于在岗人
员 15%的医护人员赴高校和上级医疗机构学习遥 适当提高临床
和医技人才中高级职称比例袁加大对省尧市重点专科渊学科冤人才
团队的奖励袁不断提升野名医工作室冶内涵质量遥

开展野互联网+医疗健康冶行动遥 加强县域健康信息平台建
设袁 年内达到 野江苏省区域健康信息平台功能应用分级评价标
准冶4级标准遥 落实预约诊疗尧远程医疗尧临床路径管理尧检验检
查结果互认等八项制度遥 大力开展县尧镇尧村远程会诊尧远程心
电尧远程影像服务袁方便群众就医遥

县卫健委

全面提升县级医院综合能力

本报讯渊通讯员 张永成冤近年来袁四明镇始终将脱贫攻坚
作为重点民生工作袁在扶贫工作中注重发挥野传帮带冶作用袁帮助
贫困户谋划产业发展,拓宽增收致富门路袁落实各项惠民政策袁
切实做到精准扶贫遥

野传冶就是传技授智遥该镇近年举办食用菌尧电工尧焊工尧月嫂
等专业培训班 33期袁参培人员达 2800余人袁80%的受训对象都
能够拿到合格证书袁就业率达 95%以上遥野帮冶就是为贫困户服务
好野三产冶遥产前帮助他们理清思路尧找准路子尧出好点子曰产中突
出现场指导袁强化产中技术服务袁帮他们解决资金尧劳力不足等
难题曰产后及时为他们传递农产品收购尧储运尧销售等方面信息遥
据了解袁今年该镇多渠道帮助贫困户销售大小麦五千多吨尧鸡鸭
鹅等畜禽 18600多只遥 野带冶就是富户带穷户尧大户带小户袁在技
术上取长补短袁信息上互通有无袁资金上相互调济遥 在野传帮带冶
的作用下袁该镇已累计脱贫 3026户尧6280人遥

四明镇
精准扶贫注重“传帮带”

本报讯渊通讯员 陆海英 张建忠冤近年来袁长荡
镇立足野红色文化冶资源袁发挥生态优势袁在全域内开展
野红色小镇冶野好人特色镇冶等创建活动袁取得初步成效遥

该镇在邀请相关专家对全镇美丽乡村建设进行规
划设计的同时袁还重点先后建立了陈林尧宏才尧甲侯尧云
安等四个烈士村渊居冤传习所袁并落实专人做好选址尧墙
面粉刷尧地面平整等基础性工作袁同时建立村史室袁不
断打造野红色文化冶基地新品牌遥 该镇深入挖掘红色资

源袁邀请本镇老支书孙文祥尧董志林等乡土人才袁编纂
红色文化教育故事遥截至目前袁该镇的叶丰碑曳编撰工作
初稿已经全部完成遥

据统计袁今年 1 至 8 月份,该镇野百姓名嘴冶以及
野红色文化冶宣讲员已到各村渊居冤轮流宣讲红色故事 3
次袁演出文艺节目 10多场渊次冤袁开展野弘扬铁军精神窑
建设美好家园冶 宣讲比赛 1次袁 受教人数达 2万人以
上遥

长荡镇用“红色文化”扮靓“有爱小镇”

野以前每个大棚年收入从没超
过 15000元袁 现在采用新技术后年
纯收入近 2万元浴 冶9月 2日合德镇
条心社区的高成龙告诉记者袁 过去
一直搞大棚菜袁 但每年效益都上不
去遥 前几年袁他被镇里确定为科技示
范户袁 镇农技人员帮他搞起了测土
配方施肥袁大棚蔬菜吃上了野营养套
餐冶袁效益一下子就有了提升遥

不仅自己富了起来袁 该镇农技
人员还把高成龙家的大棚作为样
板袁 引导其他农民也应用测土配肥
技术袁 全镇大棚蔬菜平均年棚增收
5000元袁 乡亲们高兴地说院野科技指
导员把科技送到田间地头袁 让我们
种植户有了增收耶金钥匙爷浴 冶

从去年起袁该镇在每个社区尧村
居选择 2 个农户作为科技示范户袁
每名农技人员包 10个科技示范户遥
农技人员与农民之间实现野零距离冶
对接袁 采取课堂培训与田间实践相
结合的办法袁野手把手尧面对面冶开展
技术指导和服务遥

除了抓好示范户外袁 该镇还积
极开展 野送农业科技农户专项行
动冶袁结合开展实用技术培训尧发放
技术图书手册袁建起野农家书屋冶袁组
织推广 10多项集成配套技术袁每年
结合主导产业培训农民达上万人
次遥

搞好农业生产袁信息最重要遥 近
年来袁该镇在具备条件的行政村中袁成立村民科技活
动中心袁农技人员们将村居的电脑尧电视等硬件袁进
行野捆绑冶使用袁将信息服务野一竿子冶伸到农户遥 目
前袁该镇的村民科技活动中心有 30个袁先进适用技
术普及率达 90%以上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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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袁 笔者来到临海镇华兴村采访袁 一走进村
子袁只见道路洁净清爽袁

满眼搜寻不到垃圾的踪影袁小河两边绿树成排袁
不见草堆和杂草遥 一阵风吹过袁 河面上泛起阵阵波
光遥

野现在村庄环境这么整洁袁村里一定下了不少工
夫吧钥 冶见到华兴村党总支书记周德俊袁笔者忍不住
问道遥 野近年来袁村里把环境整治作为第一要务袁清理
河道袁搬除草堆袁兴建农村道路袁现在组组都通上了
水泥路遥 冶周德俊向笔者娓娓道来遥

华兴村在 2001年由原来的金华村和西兴村合
并而来的袁建村之初袁村里欠债较多袁而且各项基础
都相对比较薄弱遥

野现在可大不一样了冶袁周德俊介绍说袁野2001年
以来袁村里通过集体资产发包尧加大陈欠超支征收力
度的方式袁同时积极争取省财政化债专项资金袁从而
有效偿还了村级债务遥 冶

周德俊告诉笔者院野一直以来袁村里始终坚持耶用
发展解决问题袁用民生凝聚人心爷的工作方针袁近几
年袁 村里积极推进联耕联种袁 目前耕种面积达 1000
亩袁再加上每年村里 2500 亩的大蒜种植袁现在农民
的平均年收入达到 15000元左右遥 冶

该村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加强阵地建设遥 2014年
初建成了村党群服务中心袁同时改建了村卫生室遥现
在袁村里又建起了夕阳红居家养老中心袁并且添置了
健身器材尧娱乐设备袁丰富村民的农闲生活袁得到大
家的广泛好评遥

提起今后的发展规划袁 周德俊说院野我们村当前
的发展成果与群众的期盼还存在一定距离袁 接下来
要带动村民在致富的道路上继续前行袁 相信来年村
子的发展一定会有大变化遥 冶

小村话发展
本报通讯员 陈洪飞

9月 4日下午袁国家中心渔港黄沙港的码头迎来了一艘艘满载而归的渔船袁海产品销往上海尧山东尧浙江等
地遥 图为苏射渔 06998号渔船工人正在将海产品装车遥 吴贵民 摄

连日来袁 我县
农机科技志愿者进
村入户帮助农户检
修农机袁 确保农机
以良好的状态备战
秋收遥 图为农机科
技志愿者田头指导
植保无人小飞机作
业遥

宋玲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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