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渊上接一版冤要扎扎实实推进农村各项改革袁认真贯彻
落实强农惠农政策袁 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的机械化尧专
业化水平袁坚持不懈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袁全力以赴
夺取全年农业大丰收遥

就当前农业结构调整工作袁顾云岭强调袁要把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牢牢抓在手上袁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为主线袁着力构建现代化农业产业体系尧生产体

系和经营体系遥创塑特色品牌袁做精做深主导产业袁提
高产业集聚度袁实现规模经营曰招引培育农业龙头企
业袁合理布局产业链项目袁推动产业融合发展曰抢抓有
利时机袁坚持因地制宜尧市场导向和生态优先袁明确责
任尧狠抓落实袁有效调整秋播农业结构袁进一步提升农
业综合效益遥

副市长顾云岭来射调研秋收秋种和农业结构调整工作

10 月 29 日上午袁晴空万里.记者走进合
德镇运棉村村民张其顺家的晚稻田里袁金黄
色的稻穗尧轰隆隆的收割机声袁构成了一幅
丰收的画卷遥

野今年水稻长得不错袁农户都趁着晴天
抢收遥 收割机收割稻子又好又快袁一亩地只
需收割费 80 元袁 一会儿一亩水稻就能收割
完遥这不袁我们叔侄俩帮人收割水稻袁一天能
赚几百元遥 冶机主朱达华满脸笑容地向记者
介绍袁野那是我侄子袁 开收割机好几年了袁驾
驶技术好袁 我们的收割机还能粉粹秸秆袁达
到秸秆还田的要求袁 好多农户每年都找我
们袁有固定客源遥 冶

野我们家有好几亩地水稻袁以前依靠镰
刀袁全家人要割上好几天遥 现在用机器收割袁我们就等着
把水稻用车拖回家了遥 用机器收割袁省时尧省力遥 冶站在一
旁的张其顺笑着接过话茬遥

记者走进稻田袁看见收割机高速运转袁收割尧脱粒袁一
步完成袁同时袁将稻粒集中到储藏仓袁通过传送带输送到
运输车上遥 收割机走过的稻田里袁只留下已粉粹的秸秆遥
记者向身旁的张其顺询问这秸秆怎么办钥 张其顺说院野现
在政府不是禁止秸秆焚烧袁保护环境么钥 秸秆在田里腐烂
后能变成天然的有机肥料袁多好浴 冶

据了解袁今年我县水稻播种面积达 100 多万亩袁投入
大型拖拉机及配套还田机具 3000多台套袁 确保机械化收
割袁秸秆全量还田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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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渊通讯员 洪升 王荣冤今年以来袁黄沙港镇依
托国家中心渔港平台和丰富的海淡水资源优势袁 高起点规
划尧高标准实施尧高速度推进袁建成了 G228 沿线野一园三
区冶现代农业产业园区遥

野一园冶 为该镇打造的洋中村田园综合体袁 规划用地
1006亩袁总投资 2000万美元袁建设野一轴两翼十区冶产业园
区和休闲观光景区袁目前已投资 1000万美元袁建成 500亩
特水工厂化养殖池遥 野三区冶为渔文化旅游区和现代渔业示
范区尧东方村现代渔业养殖区遥渔文化旅游区以渔港核心区
为主体袁整合野渔尧鹤尧佛尧盐冶等旅游元素袁打造集旅游尧餐
饮尧休闲及渔文化展示为一体的旅游综合项目袁总投资 10
亿元遥目前袁一期工程占地 50亩袁已建成总投资 3亿元的海
王禅寺景区曰二期工程为渔港风情广场袁占地 204亩袁总投
资 5.5亿元袁近期将开工建设遥现代渔业示范区总投资 5000
万元袁 在定海农场 6000亩省级高效养殖示范基地基础上袁
融合周边养殖资源袁打造万亩现代渔业示范区袁目前已投入
500万元袁完成路桥升级改造遥 东方现代养殖示范区拥有精
品水产养殖面积 3000亩袁养殖区全部实现野双机一饵冶自动
化机械操作袁年产值近亿元尧利润 3000万元遥

黄沙港镇

唱响园区建设“进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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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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渊记者 王中印冤11月 2日下午袁第六届野最美射阳人冶
初评会在县行政中心一楼会议室召开遥县委常委尧宣传部长董光威
主持会议并讲话袁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戴淦出席会议遥

在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后袁董光威指出袁野最美射阳人冶评选活动
是我县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一件大事袁 也是凝聚全县广大干群精神
文化共识的重要举措遥就做好下一步工作袁董光威要求袁各镇渊区冤尧
部门要强化宣传袁进一步扩大宣传范围袁突出创新宣传载体袁根据
评选活动阶段要求及时开展相应的宣传活动袁 确保扩大评选活动
知晓面尧参与度遥 突出典型宣传袁强化公众投票宣传袁加大报纸尧广
播等媒体宣传袁通过典型宣传尧事迹推广尧组织学习等方式途径袁在
全县掀起学习最美尧争当最美的新热潮遥 加强典型培树袁发挥典型
引领作用袁大力营造学习先进尧崇尚先进尧争当先进的良好氛围袁让
野最美人物冶 成为全县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载
体袁不断汇聚推动发展动力源袁为我县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尧
加快实现盐城中部率先崛起提供精神动力和道德支撑遥

县召开第六届
“最美射阳人”初评会

本报讯渊记者 王明月冤11月 1日上午袁市人大内司委主任汪
寿明一行来我县调研公共法律服务全覆盖工作开展情况遥 县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王占芬陪同遥

汪寿明一行先后来到海河镇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尧 合兴社区司
法站尧合德镇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尧县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等地袁通过
听取汇报尧查阅资料尧实地考察等方式袁详细了解我县公共法律服
务工作开展情况袁对我县积极提供法律援助尧简化业务办理程序尧
开辟矛盾纠纷野绿色通道冶等做法给予肯定袁并希望我县进一步夯
实基础袁突出重点袁丰富法律服务产品袁提高公共法律服务信息化
应用水平袁全面构建协调联动的公共法律服务格局遥

近年来袁我县按照野将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冶的要求袁
立足县情袁统筹谋划袁努力推进全县公共法律服务全覆盖工作遥 截
至目前袁全县建立了县尧镇两级非诉讼服务中心袁村渊居冤设立了非
诉讼服务站袁从而使全县法律服务资源得到了有效的整合袁公共法
律服务全覆盖工作得到了有效的落实遥 全县律师和法律工作者共
办理各类法律事务 3200件袁提供法律咨询 2.2万人次袁办理各类
公证事项 3635件袁办理法律援助案件 650件袁调处各类社会矛盾
7559件袁通过非诉讼服务中心平台受理行政复议 33件尧行政应诉
41件袁有效发挥了公共法律服务的职能作用遥

市人大来射调研公共
法律服务全覆盖工作

本报讯 渊通讯员 江仁彬 记者 王明月冤11月 2日上午袁
2019年全县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开幕式在县高级中学举行遥 副县
长戴翠芳出席开幕式遥

开幕式上袁 嘹亮的运动员进行曲响起袁50名裁判员率先进入
场地袁53支中小学代表队的 513名运动员紧随其后袁 依次登场亮
相遥 县港城实验小学 500人的方阵叶童声里的中国曳拉开了阳光体
育方阵展演的序幕袁孩子们队列队形的变换袁行进中的波浪尧天安
门城楼尧成长的幼苗等各种图案逐一呈现袁赢得观众掌声不断遥 县
解放路小学的叶花开盛世曳尧码头小学的叶快乐篮球操曳尧明达双语小
学的叶灵步健舞炫神采曳等一个个方阵把音乐和舞蹈尧健身操相结
合袁充分展示出我县小学生的精神风貌遥县实验小学的叶舞动实小曳
扇舞翩跹袁方阵定格在 70字样上袁表达了向祖国献礼的心声遥开幕
式在县第四中学叶祖国万岁曳的精彩展演中落下帷幕遥据悉袁本届运
动会历时两天袁期间袁运动小将们将参加跑尧跳尧掷三类 23个项目
的角逐遥

全县中小学生
田径运动会开幕

本报讯 渊记者 葛静漪冤 为弘扬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精
神袁增强广大群众防灾避险意识袁提高应对意外伤害和突发灾难的
能力袁11月 2日上午袁 县红十字会在射阳经济开发区举办应急救
护知识培训讲座遥

此次培训采取理论知识讲解和实际操作相结合的方式袁 县红
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师用生动形象的语言向大家讲解创伤救护尧
常见急症尧意外伤害尧突发事件等急救处理的程序尧基本技巧袁并对
有关心肺复苏尧 止血包扎等急救技能的正确操作步骤和要点进行
重点讲解和作现场演示遥

理论知识培训结束后袁大家与授课老师积极互动袁并在老师的
指导下进行实际操作袁练习心肺复苏的动作要领遥 大家纷纷表示袁
通过此次培训袁有效掌握了常用的应急救护基本知识袁提高了自救
互救尧应急处理能力遥

县红十字会

举办应急救护知识培训

本报讯渊通讯员 董素印冤 10月 30日下午袁部分市县政协委员
视察了县行政审批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政务服务工作遥

市县政协委员集中观看了展示县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政务服
务工作全貌的专题宣传片叶和谐政务铸华章曳袁视察了审批局无人政
务服务大厅尧各单位进驻的服务窗口和大厅智能化服务系统尧自助服
务区建设等政务服务情况曰市尧县政协委员所到之处袁认真观视频尧看
操作尧听解说袁优质的大厅服务尧满意的群众笑脸袁让委员们深切感受
到和谐政务服务的强大魅力和给办事群众带来的便利遥
近年来袁县行政审批局紧紧围绕野放管服冶改革的各项决策部署袁

瞄准打造野审批时间最短尧审批材料最少尧审批流程最简尧审批收费最
低尧审批服务最优冶的野五最冶服务目标袁强化野不见面审批冶和野3550冶
审批制度改革袁落实野一窗受理尧集成服务冶和野外网受理尧内网办理尧
全程公开尧快递送达尧网端推送尧无偿代办冶等便捷服务工作袁推进野双
代服务冶尧野多评合一冶尧数字化野多图联审冶尧野三测合一冶和联合踏勘尧
联合验收等联审联办工作机制袁有效营造了良好的营商环境袁受到社
会的广泛赞誉遥

市县政协委员视察
县行政审批工作

眼下袁正值野三秋冶大忙时节袁笔者在
临海镇采访时看到一派丰收繁忙的喜人
景象院颗粒饱满的稻穗羞答答地低着头袁
在秋阳的照耀下闪着金色的光芒曰 茫茫
沃野处处机声隆隆袁 刚旋耕过的松散细
腻的黄土地散发出醉人的清香噎噎

农田来了野城里工冶
10月 25日上午袁笔者来到该镇人力

资源中心袁刚要了解情况袁一位务工者客
气地把名片递给了我袁名片上印着姓名尧
住址尧服务项目尧联系电话等内容遥

这名来该镇务工的师傅名叫张怀
东袁是合德镇条心社区人遥笔者在与张怀
东交谈中了解到袁 他们大都是县城里来
农村找农活干的遥 野我们城里的地少袁平
时在家里没什么事袁 于是便将劳力组织
一下袁来这里找活干遥现在正值水稻收割
季节袁我们配备了运输车辆袁可以将田里
收割好的稻子运输到家袁30 元一车袁一
天下来也能挣个 500多元遥 冶正聊着袁张

怀东的电话响起来了遥 野我是临海镇华兴
村的袁就是昨天你们干活的那家袁今天你
们能派人来将我的水稻运到烘干厂吗钥 冶
雇主迫不及待地打着电话遥 野好呀袁我们
这就过去遥 冶张怀东领着两个人走了遥

据了解袁 现在农村的一些青壮年劳
力多数出去打工袁 家里的农活到农忙时
没人干遥 城里的一些闲散的劳动力看准
了野代收尧代种尧代管冶这一潜在的商机袁
印了名片袁 在各镇区人力资源中心分发
到雇主手中袁等到农忙时随时务工遥

田间地头传技术
野这秸秆还田的地块和没还田的地

块在耕作上大不相同袁 不还田的地块耕
一遍再旋耙一遍就行袁 秸秆还田的地块
必须要用深耕犁深翻改土袁 深翻要超过
25 厘米袁然后用旋耕犁旋耙 2 遍袁再轧
实袁做到深翻尧细耙尧耙实袁这样才能让秸
秆完全腐烂袁最大限度地发挥肥力遥 冶10
月 28日袁临海镇农技中心技术员朱志明

和正准备下地干活的盐店村村民吴光达
交流起翻耕知识遥 野大伙都快点过来袁听
听朱技术员传授的翻耕技术遥说实话袁我
耕了近 20年的地袁还真是外行遥 这地块
一定深翻改土尧耙细轧实遥 冶在种田老把
式吴光达的带领下袁 村民们和朱志明一
块聊起耕耙技术遥

据介绍袁 农机普及给农民素质提出
更高要求袁培训新型农民成了当务之急遥
该镇农技中心以农机合作社为依托袁大
力组织开展农机驾驶尧农机修理和机耕尧
机收尧机插等技能培训遥 同时袁组织农机
技术小分队进村入户袁 全面开展农业机
械的检修保养尧安全性能测试尧防火措施
检验和驾驶操作人员的培训工作袁 受到
广大农户的欢迎遥

互帮组活跃地头
野今年儿子上大学去了袁往年都回来

帮帮秋收袁虽然缺少劳力袁但是村上的亲
朋好友都来帮忙袁 现在已经把水稻都收

到家了袁看到今年的水稻又获丰收袁我很
开心袁哈哈浴 冶日前袁该镇曙东村村民李玉
花看着自家晒场上金灿灿的水稻高兴地
说遥

李玉花的丈夫前年去世袁 家里种了
5亩水稻袁只有李玉花一人收秋袁孩子在
读大学袁缺少人手遥今年她在村里互助组
成员的帮助下袁仅用半天时间袁便把 5亩
水稻全部收回家袁 秋收难题得到顺利解
决遥

当前袁正值秋收农忙时节袁临海镇各
式各样的野秋收互助组冶也活跃在田间地
头遥在该镇党委的组织下袁秋收互助组已
达 200多个遥

据了解袁 随着农村外出务工人员日
益增多袁近年来袁该镇积极引导和组织缺
少人手的农户与周围邻居或本村村民组
成互助组袁互助组成员之间袁人手上可以
相互帮忙袁 从而解决了他们在秋收生产
中遇到的一家一户不能解决的难题遥

金秋沃野农家欢
要要要临海镇野三秋冶大忙见闻

本报通讯员 李春辉

本报讯渊通讯员 崇敬 张建忠冤在 野不忘初心尧
牢记使命冶主题教育中袁特庸镇党委不断活化学习形
式袁采取野初心课堂冶讲故事的形式袁将身边的红色故
事融入到 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
习纲要曳等学习内容之中袁进一步传播红色文化袁不
断强化主题教育效果袁取得了初步成效遥

该镇通过野初心课堂冶为机关全体党员以及各基
层党组织书记举办了一堂野胡特庸烈士冶主题教育故
事会袁 讲课人声情并茂地为参学党员上了一堂生动
有趣而又意义非凡的一课遥 接着又讲述了解放战争

时期为革命宁死不屈尧 英勇牺牲的该镇原木楼村村
长兼民兵分队长陈金山烈士的先进事迹遥 他们身上
的故事与精神袁 让每一个在场的党员都明白作为生
活工作在新时代的共产党员袁 要持之以恒地时刻保
持一颗赤诚之心袁要珍惜现在美好的生活袁更要缅怀
先烈的牺牲与付出遥 广大党员通过野初心课堂冶学习
后表示袁在今后工作中袁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袁树
牢野四个意识冶袁坚定野四个自信冶袁做到野两个维护冶袁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袁 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遥

特庸镇开设“初心课堂”

近年来袁海河小学强化野党建带关建冶工作袁强势推进校外教育辅导站野强内涵尧提质量尧上水平冶遥 新学期以
来袁许多年轻老师传承全省关工战线楷模李余礼同志生前的奉献精神袁踴跃报名参加余礼校外辅导站的接力活
动遥 图为该校年轻教师利用假日休息时间袁到余礼辅导站为留守流动儿童上文化课和音美课遥

陈德忠 摄

本公司委托环评单位完成了 叶盐城港射阳港区 5
万吨级进港航道工程海洋环境影响报告书渊征求意见
稿冤曳的编制工作袁根据叶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
价法曳和叶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曳(生态环境部袁
部令第 4号)的相关要求袁现将盐城港射阳港区 5万吨
级进港航道工程海洋环境影响评价的有关信息向公
众公告如下院

一尧项目概况
渊1冤项目名称院盐城港射阳港区 5 万吨级进港航

道工程遥
渊2冤项目地点院盐城港射阳港区射阳河口遥
渊3冤项目内容院盐城港射阳港区 5 万吨级进港航

道工程是在现有 3.5万吨级航道基础上浚深尧 拓宽和
延长遥 本工程建设内容包括航道疏浚工程尧助导航工
程遥 航道轴线采用直线布置袁建设规模为满足 5万吨
级散货船单向通航要求袁全长 19190m袁有效宽度 150~
290m袁 设计底标高-15.2~-15.5m遥 航道疏浚总量为
2678万 m3袁疏浚土全部外抛至倾倒区遥航道两侧新设
浮标 10套,在导堤外侧设置潮流观测系统一套遥

二尧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

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网络链接院本次信息公示后袁公众可在射阳县人

民政府网信息公开专栏渊http://sheyang.yancheng.gov.
cn/col/col16558/index.html冤下载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征求意见稿全文渊见附件冤遥

纸质版查阅方式院可去往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办
公地址进行查阅遥

三尧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次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为受建设项目影响范围

内的居民尧渔民等可能受影响的个人和单位遥
四尧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同报

告书网络链接渊见附件冤遥
五尧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下载公众意见表袁填写完整后通过

信函尧传真尧电子邮件等方式袁在规定时间内将填写的
公众意见表反馈给建设单位或者环评单位袁反映与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遥 公众提交意见
时袁请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袁以便必要时进行回访遥

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院

单位名称院江苏射阳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院射阳县德发大道 260号
联系人院王工
联系电话院0515-82369881
邮政编码院224300
电子邮箱院xinshegang@163.com
环评机构名称和联系方式院
评价机构院南京师大环境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院南京市学林路 2号
联系人院刘工
联系电话院025-85898482
邮政编码院210046
E-mail院564041805@qq.com
六尧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可在本项目公示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袁向环

评机构和建设单位提出宝贵意见遥

江苏射阳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2019年 11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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