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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满足小微企业主、个体工商
户、农户等客户群体在生产经营中
流动资金需求，基于德式 IPC新型
信贷模式而投放的额度在 0.5万元

-100万元的小微贷款。
产品特点院1、准入门槛低。生产

经营正常，经营时间超过三个月，即
符合准入的基本条件。可保证、抵押
担保，授信期限 1-5年之间。2、提供
材料少。客户仅需向我行提供夫妻
双方身份证即可，其他信贷材料由

客户经理上门收集。3、投放速度快。
贷款材料收集齐全后，一般 2-3个
工作日即可办结。

春华秋实硕果丰袁盛世华诞喜更浓遥
有句老话好似特地为我准备的袁 那就

是 野一滴水能够现出整个太阳遥 冶 出生于
1965年 10月 1日的我袁 无论之前在偏僻
乡村袁还是眼下在县直机关工作袁竟还真就
与野水冶结下不解之缘遥 亲身经历了从当年
挑河筑圩尧造闸建站解除水患袁到如今实行
河湖长制改善水环境尧 保障水生态的跨越
历程遥

虽说离开衣胞之地所在村子已整 35
年袁但我对年少时既喜欢又惧怕野水冶的情
景仍记忆犹新遥 我老家坐落在苏北里下河
地区重要泄洪港道要要要黄沙港北岸袁 当年
这条河是抗日民族英雄马玉仁为便利自己
滩涂垦植排涝降渍和运出粮棉袁 在原盐商
开沟引卤尧 运盐离滩而开挖的小沟的基础
上袁 拓疏打通而成的生产河袁 河口宽也就
20来米左右袁还赶不上现在的大中沟遥
小时候袁村里可不像现在沟河成网尧闸

站配套袁有的是遍地沟塘芦苇袁这条件无疑
成了我们小伙伴们捉迷藏尧学游泳尧捕鱼虾

的难得场所遥 然而袁 也正由于沟河水系不
畅袁每到汛期雨季袁积水难退袁常常大雨过
后眼前一片白茫茫袁让人分不清哪是道路袁
哪是农田尧沟河遥

1971年开始袁 县政府组织发动 30多
万民工持续三个冬春锹挖尧车推尧肩挑袁累
计完成土方 3500万方袁终将野黄沙河冶拓浚
成河底宽上段 50米尧 下段 90米的 野黄沙
港冶袁日平均流量达 200多立方米/秒袁比之
前增加 20多倍袁排涝受益耕地面积 180万
亩袁 成为苏北里下河地区排水入海的重要
干沟之一遥与此同时袁村内村外也纷纷与之
配套袁开挖沟河袁理顺水系袁兴建堆堤包圩尧
排灌泵站袁 水漫道路和农田的现象渐渐不
见了踪迹遥 紧接着镇村又乘风乘势组织发
动村民挖高填低袁平田整地袁开挖条排沟袁
让昔日的荒滩沟塘慢慢变成规模良田遥

站得越高看得越远袁 与水深结缘是走
上工作岗位后遥1984年袁原本学校毕业回家
种田的我袁就因劳动之余爱好新闻写作袁且
不时有些野豆腐块冶稿子上了广播尧见了报
纸袁竟意外地被镇党委尧政府看中选入镇机
关工作遥 从村到镇袁让我的眼界更加开阔袁
知道了水利对全镇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遥

新坍镇地处全县水系上游袁 南有黄沙
港袁西有廖家沟袁北有运棉河袁可以说是射
阳中部几个镇区及县城的防洪门户遥 大涝

之年袁如果新坍镇境内黄沙港尧廖家沟一旦
决堤倒闸袁 洪水失控袁 后果就不堪设想遥
1986年 7月 5日至 27日袁 苏北里下河地
区遭受罕见雨涝灾害袁 持续 22天袁 降雨
118个小时袁平均雨量 594.6毫米遥 黄沙港
持续高水位袁与境内水位落差较大袁导致卢
公祠居委会中心河老闸不堪重负突然崩
毁袁瞬间大水似脱缰的野马倾泄而下遥 县尧
镇主要领导连晚赶赴现场袁 当机立断沉船
挡水袁终将损失降到了最低遥 1991年 7月袁
洪灾再次出现袁前后半个月时间袁连降五场
特大暴雨袁新坍镇累计雨量达 700多毫米遥
持续水中浸泡和内外水位落差袁 让位居头
顶上的廖家沟圩堤险情不断遥 市县领导雨
中指挥袁 接命驰援部队指战员及当地群众
连夜奔赴大堤抢险袁 那场面惊心动魄遥 事
后袁 当地老人还心有余悸地说院野若不是有
党和政府坚强领导保住圩堤袁 还不知要造
成多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呢遥 冶

真是与水有缘遥 2005年袁我离开新坍
进入水利系统工作遥 15年来袁我幸运地参
与到了射阳水利事业的迅猛发展过程中遥
15年间袁就我掌握的数据袁国家尧省尧市尧县
累计在射阳县水利工程建设上的投入就近
50个亿遥 其中袁在防洪保安上投入 20多亿
元袁先后组织实施了海堤达标及加固护滩尧
新洋港沿线封闭尧射阳河闸下整治尧流域性

河道涵闸改造尧县城防洪配套等工程曰在农
田水利上袁投入近 10亿元袁持续实施河道
疏浚尧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尧次高地治
理尧小农水重点县等一大批项目曰在城乡饮
用水安全保障上袁 先后投入近 20亿元袁关
小厂尧封水井尧拆旧管袁实施城乡供水一体
化及浩大的跨区域引江工程袁 让全县百万
城乡人民告别苦咸水袁喝上甘甜安全的野长
江水冶遥
坚持不懈的投入建设袁 让过去一直饱

受水患困扰的射阳人有了抗御灾害尧 保障
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工程基础遥近年来袁县
委尧县政府又把改善水环境尧促进水生态摆
上重要议事日程袁 通过全面推行四级河湖
长制袁细化责任袁落实任务袁先后组织水环
境综合整治尧河道野三乱冶整治及野两违冶整
治行动袁水上杂草漂浮物少了袁河中网罾尧
渔簖尧渔网没了袁河岸违圈尧违建被拆除袁全
县水环境尧水生态状况焕然一新遥
由点及面袁由水及他袁我所亲历的射阳

水利变化正是各行各业变化的一个缩影遥
此时此刻袁我骄傲袁为祖国 70年翻天覆地
的巨变而欢心鼓舞曰我自豪袁为自己能见证
祖国从贫穷到强大的艰辛过程遥同时袁也坚
定了自己不忘初心尧勤奋奉献的决心遥
国强民安袁 衷心祝愿伟大的祖国更加

繁荣昌盛尧勤劳的人民更加幸福安康遥

一路“水”缘一路歌
郭开国

本报讯渊通讯员 陈翠林 记者 成杰冤近年来袁县检察
院致力构建多元化线索发现机制袁 积极探索建立 野网格化 +
平台冶公益诉讼线索收集渠道袁取得了明显实效遥

该院深度融入社会治理网格袁聘请全县 2000 余名网格员
担任公益诉讼宣传员尧线索收集员袁将线索收集触角延伸到全
县近 300 个村居和街道办事处袁让公益诉讼的野千里眼冶野顺风
耳冶遍布鹤乡大地遥 该院强化对网格员的业务培训袁通过制作
宣传画册尧专题培训袁迅速提升网格员的信息收集尧反馈尧宣传
能力遥

该院主动接入县政府 12345 服务热线平台端口袁借力野两
法衔接冶平台袁变传统的野等米下锅冶为野点菜上桌冶袁有效拓展
了案件线索来源遥 年初以来袁先后收集公益诉讼线索 30 条袁
发出诉前检察建议 24 件袁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立案 3 件遥

县检察院

公益诉讼线索有了“千里眼”

本报讯渊通讯员 江仁彬冤日前袁笔者从县相关部门获悉袁
县实验小学五渊5冤班班长陈美美袁被师生和家长称为有孝心尧
有爱心尧有责任心的野三心冶使者袁于今年 9 月获评野新时代盐
城好少年冶遥

陈美美时刻铭记野万德孝为先冶的祖训遥 在家里袁她是个让
爸爸妈妈骄傲的乖女儿尧暖心的小宝贝遥 不管是在生活上面袁
还是在学习方面袁她都很少让家长操心遥 每到爷爷奶奶爸爸妈
妈的生日袁她总忘不了准备一份自己的小礼物尧一个小蛋糕尧
一张手绘的小卡片袁满满的爱意令人温暖遥 每年中秋尧春节等
节日袁她总是陪着她的爸爸妈妈为孤寡老人送去慰问品遥

陈美美经常帮助班里经济条件相对困难的同学遥 2017年
暑假袁她与她的爸爸去江西袁经过阜田镇陈家小学袁得知一些
小朋友生活极其困难后袁 每年都从自己的压岁钱中拿出 3000
元袁对口资助江西省吉水县阜田镇下陈村的 猿名贫困儿童袁至
今从未间断遥

班主任吴梅娟这样评价陈美美院野平时学习非常认真袁对
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袁上进心也很强遥 作为班长袁她工作认真
负责袁处处以身作则袁是老师的得力小助手遥 陈美美同学是学
校公认的优秀主持人尧小主播袁是全校的耶活动达人爷冶遥

陈美美获评“新时代盐城好少年”

本报讯渊通讯员 盛诚冤10 月 7 日晚袁全民健身中心灯火
通明遥 田径场上袁市民三五成群或散步尧或小跑曰游泳馆内袁游
泳爱好者在水中或仰泳尧或蛙泳遥 记者在综合球馆里见到了市
民高德亮袁 他告诉记者院野一座城市的文明程度不仅体现在环
境整洁尧交通秩序良好等方面袁个人的身体健康也是一项重要
的指标遥 全民健身中心的健身设施先进尧配套服务完善袁特别
适合开展各项锻炼遥 我和妻子来这里游泳袁父母带着孩子在田
径场散步袁一举多得遥 冶

全民健身事关广大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幸福袁 是一项民
生体育事业袁同时也是促进文明城市建设的有效抓手遥 县全民
健身中心作为一家集游泳尧田径尧综合球馆等为一体的全能健
身场所袁吸引了不少前去健身的市民遥

全民健身中心广场的 LED大屏幕滚动播放着文明城市创
建的公益短片袁路过的市民都会驻足观看遥 连日来袁全民健身
中心开展了全面的整改袁在主要道路尧出入口尧草坪等处投放
了创文公益宣传标语袁同时对田径场尧残疾人卫生间等场所设
施进行提档升级袁确保市民舒适尧安全地开展体育锻炼遥

野健身是一种文化袁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方式袁需要积极的
引导和推广遥 近阶段袁我们将以文明城市创建为契机袁进一步
完善公共体育服务袁 着力营造健身惠民尧 全民参与的健身氛
围袁为全县创文工作加温助力遥 冶县全民健身中心负责人说遥

县全民健身中心

强身健体好去处
本报讯 渊通讯员 陈冬平冤10月 7日重阳节这

天袁县助残志愿者联合会的 10多名野爱心儿女冶放弃
与家人团聚的时间袁携带大米尧食用油尧糖果糕点等物
品袁以及每人精心烹饪的一道精美菜肴袁驱车几十公
里袁来到县残养康复村袁看望生活在这里的 10名残养
老人袁 陪伴他们共同度过一个愉快而又难忘的重阳
节遥

上午 9点钟袁尽管天空下起了毛毛细雨袁但丝毫
没有阻挡住野爱心儿女冶们的脚步遥 车子一停下来袁他
们就忙着将大米尧食用油尧糖果糕点等物品搬运到接
待室里袁 分成 10份袁 并逐一送到老人们居住的房间
里遥今年已经 81岁高龄的张如贵老爹爹看到野爱心儿

女冶们来看望自己袁还带了这么多的礼品和生活日用
品袁激动地告诉笔者院野这些耶爱心儿女爷对我们太好
了袁能来看看我们袁就已经不错了袁还带这么多东西给
我们袁 而且还是他们自己掏腰包袁 真让我们过意不
去遥 冶野爱心儿女冶将礼品送到老人的房间后袁又将这
些东西整理好放到冰箱里袁懂得医学的野爱心儿女冶还
帮老人测量了血压袁叮嘱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要注意的
事项遥

志愿者李功勤告诉记者院野今天是重阳节袁这些老
人也希望我们能来看望他们袁 陪他们说说话聊聊天袁
给他们一个温馨家庭的感觉袁让他们感受到社会大家
庭的关爱遥 冶

“爱心儿女”与残养老人共度重阳节
野下面一个节目袁称心如意遥 冶长荡

镇西厦居委会 72 岁的孙文祥老人第
一个用秤杆小心翼翼地揭开老伴徐守
风的盖头袁 引来在场观众热烈的掌声
和吆喝声遥

10月 4日上午, 该镇敬老院里锣
鼓喧天尧唢呐声声袁野十佳金婚夫妇冶表
彰暨野金婚老人坐花轿冶重温婚礼活动
正在进行遥

此时的孙文祥心潮澎湃院野10月 1
日袁我们观看了新中国成立 70周年阅
兵式袁心情十分激动袁没有想到我们伟
大的祖国如此强大遥 今天镇党委政府
不但表彰我们这些金婚老人袁 而且还
为我们举行重温婚礼活动袁 心里有说
不出的高兴遥 冶

野下一个节目袁坐花轿遥 冶徐守风老
人乐淘淘地坐完花轿袁 喜悦之情难以
言表袁 她还即兴为大家现场演唱了一
首叶粉红色的回忆曳袁把活动推向了高
潮遥

参加本次活动的要算长荡居委会的尤植华尧 袁秀
兰两位老人最开心了袁 因为他们都已是 80 多岁的老
人遥 袁秀兰老人坐上了大花轿袁心里像吃了蜜似的袁这
位供销社退休的老人深有感触地对大家说院野活到这么
大岁数袁是大姑娘上轿头一次袁这真是早开的花尧迟来
的爱遥 冶

长荡镇是有名的野孝老爱亲特色镇冶遥 该镇野好人冶
志愿者服务队在下村走访时发现袁 本镇有上千对夫妇
已迎来岁月情深的金婚之年袁 而且这些老人的子女对
他们都很孝敬袁家庭也非常幸福美满遥 为了让老人们找
回当年新婚的感觉袁野好人冶 志愿者服务队就萌发起举
办本次野金婚老人坐花轿冶重温婚礼活动的想法遥

据该镇党委分管负责人介绍袁 在一年一度的重阳
节之际袁他们还开展了野十佳金婚夫妇冶评选活动袁让老
人们分享自己共同经营婚姻的感受袁并参加野金婚老人
坐花轿冶袁举办一个野集体婚礼冶袁补拍一张集体结婚照袁
让老人们找回当年新婚甜蜜幸福的感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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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30日下午袁 县行政审批局五楼会议室里济济
一堂袁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 野不忘初心担使命窑砥砺
前行铸华章冶演讲比赛精彩上演袁来自该局各窗口的 10
位选手参与角逐遥 选手们发自肺腑的心里话袁抒发了他
们浓厚的爱国情怀遥

此次活动旨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袁
展现新时代党员干部的蓬勃朝气和昂扬风貌袁更呈现了
各窗口尧各科室取得的骄人业绩遥活动中袁各位参赛选手
围绕野不忘初心窑砥砺前行冶主旋律袁结合自身岗位实际袁
以生动的语言尧鲜活的事例和饱满的热情袁谈感想尧抒情
怀尧讲故事袁从内心抒发对中国共产党尧伟大祖国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崇高事业的无限敬意和热爱之情遥

野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袁有着灿烂的历史文化袁创造
了宝贵的人类文明噎噎冶以叶回顾历史窑展望未来曳为题
的演讲带着听众循着历史发展的轨迹袁以改革创新的姿
态开创未来曰野我们将当好优化营商环境的践行者和守
护者袁恪守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的坚定信念袁让时代的接
力棒薪火相传噎噎冶 以积极参与者的姿态传承时代精
神尧奋斗新时代的讲演话语铿锵尧掷地有声遥其间还穿插
了歌曲尧舞蹈等表演袁将活动推向了高潮遥

活动在大合唱叶歌唱祖国曳雄壮的歌声中落下帷幕袁
现场观众动情地挥舞着国旗袁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遥
野我们希望通过本次活动袁 进一步激发党员干部干事创
业尧为民服务的热情袁引导他们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尧更加
昂扬的斗志尧更加务实的作风袁在本职岗位上做出新的
更大的贡献遥 冶县行政审批局负责人如是说遥

谈感想·抒情怀
本报记者 成杰 通讯员 董素印

为切实巩固野基本
解决执行难冶 工作成
果袁促使失信被执行人
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
书确定的义务袁进一步
在全社会营造诚实守
信的良好氛围袁 近日袁
县法院组织干警到人
流密集的恒隆广场开
展 野守信者路路畅通尧
失信者寸步难行冶主题
宣教活动袁共发放宣传
单页 800余张袁现场接
受群众咨询 70 余人
次袁取得了良好的宣传
效果遥 图为宣教活动现
场遥
邓寒青 吴军 摄

安全生产执法攻坚年暗查暗访举报热线 院0515 -
86666076袁受理时间院2019年 10月 8日至 12日袁每天上午
8:30至下午 18:00遥

射阳县应急管理局
2019年 10月 8日

安全生产执法
攻坚年隐患举报热线

本报讯渊通讯员 陈鹏冤近日袁市农业农村局尧发改委尧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联合召开野两区冶划定成果市级验收专家评审会袁
对我县划定成果进行市级初验遥验收组专家对于我县工作给予
充分肯定袁一致认为袁我县野两区冶划定工作档案资料完整袁划定
成果规范尧质量达标袁并表示将在全市推广射阳模板遥

2017年 8月袁 我县就被列入江苏省 野两区冶 划定试点县遥
2018 年 2 月袁我县全面启动野两区冶划定工作袁成立领导小组袁
明确专门科室袁实行专人负责袁组织人员培训袁建立协调推进机
制袁层层分解任务袁落实相关责任袁确保按时间节点完成划定任
务遥 2018年 8月袁我县成功上传县域及各镇渊区冤的野两区冶划定
范围图袁成为县市第一家尧全省第一批完成基本划定任务的 4
个县之一袁获得农业农村部认定袁试点工作取得初步成效遥 目
前袁我县已完成全部划定工作袁形成数据档案成果袁签订野两区冶
划定管护责任书袁并树立野两区冶范围标志牌 17块袁通过县级自
验和市级初验遥

县“两区”划定工作通过市初验

银10月 8日袁 县供电公司
举办了隆重而庄严的 野庆国庆尧
升国旗冶活动袁鲜艳的五星红旗
在该公司干部员工的注目中冉
冉升起遥图为该公司升国旗活动
现场遥 叶雄鹰 摄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70周年袁激发广大群众的
爱国热情袁国庆期间袁新坍镇新
潮村组织村组干部尧小学生和志
愿者代表共同参加 野升国旗袁唱
国歌冶活动遥 图为该村野升国旗袁
唱国歌冶活动现场遥

韩伟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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