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袁我县抢抓全民健身事业发展机遇袁经常性开
展老年人喜闻乐见 尧有地方特色的健身项目袁促进体育
健身与文化娱乐 尧养生保健融合发展遥 图为县体育场内
精神矍铄的老年人们正在进行太极拳表演遥

吴贵民 摄

本报讯渊通讯员 李中凡 张建忠冤近年来袁长荡镇
西厦居委会按照上级党委政府关于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
兴的要求袁按照野小镇格调建筑尧生态产业培植尧生活宜居
模块冶定位袁立足高起点规划尧高标准投入尧高质量建设袁
大力实施康居工程袁积极建设美丽乡村居住点袁全力打造
水美岸绿小区尧生态宜居家园遥

该集中居住点项目规划征地面积 270亩袁 前期已征
地 74亩袁基础设施投入 400多万元袁其中第一期工程预
建小别墅 86户袁每户建筑面积为 220平方米左右遥 截至
目前袁已入住 25个农户袁还有 12户正在建设之中遥 为了
方便全居居民办事袁 该居还新建了一个 1478平方米尧功
能齐全的党群服务中心和 400多平方米的幸福广场遥 为
美化集中居住点袁该居还投入资金新建绿化面积 4000多
平方米袁小区内人工景点正在规划施工之中袁沥青路尧小
花池尧停车场等初具规模袁从而实现田园生产尧生活尧生态
的有机结合袁进一步提升居民居住品质遥

长荡镇西厦居

让居民“安其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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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时节袁行走在合德镇友爱村袁乡村风景犹如一幅徐
徐展开的美丽画卷呈现在眼前院一幢幢白墙黛瓦的楼房错落
有致袁一条条乡间硬化路面干净整洁袁一道道清澈的河水从
村前缓缓流过噎噎这是我县大力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给农村
带来的嬗变遥
近年来袁我县按照美丽乡村建设要求袁探索野突出生态宜

居袁抓人居环境提升冶野突出乡风文明袁抓文明素养提升冶野突
出生活富裕袁抓特色产业提升冶的工作路径袁建成了一批天蓝
水清尧宜居宜业尧幸福和谐的美丽乡村袁人民的生活水平尧生
活质量和幸福指数得到明显提高遥

突出生态宜居袁抓人居环境提升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袁事关人民安居乐业尧农村和谐稳定袁

是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袁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
要求遥
近年来袁我县强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袁大力推进治厕所尧

治垃圾尧治污水尧治违建尧消除集体经济野空壳村冶等野四治一
消除冶工作遥 在全县大力建设公共卫生间袁改造农户厕所袁建
成垃圾焚烧炉袁为农户配备垃圾桶袁对全县所有村居的垃圾

实行分类处理曰分类推进污水处理袁逐步实现雨污分流尧达标
排放袁拆除了一批影响村容村貌的危房尧空心房遥

我县还通过大力开展镇区环境整治袁 确保镇区内学校尧
医院尧农贸市场等公共场所无成堆垃圾尧占道经营尧乱搭乱建
等现象曰大力开展村容村貌环境卫生整治袁确保农户屋前屋
后尧村组公共区域无零星垃圾尧成堆垃圾尧牛皮癣等曰大力开
展公路沿线环境卫生整治袁确保公路沿线无成堆垃圾尧乱搭
乱建尧野牛皮癣冶和乱贴乱画广告等曰开展最美农家评选活动袁
打造一批野庭院美尧室内美尧厨厕美尧身心美冶的最美农家示范
户袁进一步改善了农村家庭生活环境遥

突出乡风文明袁抓文明素养提升
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灵魂遥 近年来袁我县始终把乡风

文明建设作为重要工作来抓袁从解决好群众反映强烈的乡风
文明问题入手袁深入开展野治陋习尧树新风冶专项整治活动袁引
领基层自治尧共治尧法治尧德治袁革除陈规陋习袁培育时代新
风遥

为深入推进全县乡风文明建设袁我县积极作为袁充分发
挥党员带头示范作用袁把野治陋习尧树新风冶作为支部党日活
动主题袁纳入党员量化积分管理袁作为民主评议党员的重要
内容遥 大力弘扬新时代好家风袁各镇区广泛开展文明家庭尧道
德之星尧卫生清洁家庭评选表彰活动曰党员干部上门入户宣
扬爱国主义尧社会公德尧家庭道德尧传统美德袁切实提高村民
鉴别是非尧美丑尧荣耻的能力袁重点宣传党员群众中的善行义
举袁用身边的典型事教育身边人袁激励引导广大群众对标先
进尧自觉看齐尧共倡新风袁自觉抵制陈规陋习和歪风邪气曰深

入开展送温暖献爱心尧敬老助残尧扶贫帮困尧保护环境尧野学雷
锋冶志愿服务等一系列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袁使干部群众在
文明实践中接受教育袁提高道德素质遥

我县还通过制定村规民约尧绘制文化墙尧举办文艺汇演
等活动袁把乡风文明建设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真
善美尧建设美丽射阳等内容袁融入到村居的特色文化当中袁引
导广大村民打造干净整洁的人居环境袁建立文明和谐的邻里
关系袁形成勤俭节约的文明风尚遥

突出生活富裕袁抓特色产业提升
建设美丽乡村不仅要让村庄美起来袁而且还要让村民富

起来袁让人民群众过上小康生活遥
我县在推进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袁 始终立足资源优势袁

紧扣特色产业袁遵循野人无我有尧人有我优尧人优我精冶的发展
思路袁把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深度融合袁切实找准野穷
根冶尧明确靶向袁全力推进野一村一项目冶产业格局袁努力做大
做强野主心骨冶产业袁让每个美丽乡村都有一个脱贫致富的支
柱产业遥

目前袁我县形成了北蒜尧南桑尧东渔尧西粮尧中蔬菜的特色
农业空间布局袁新产业新业态成为农民增收的新亮点遥 资源
的优势累积成发展优势袁全民共建野一片林冶袁同享野生态果冶遥
渔港风情小镇黄沙港岸清水绿袁日月岛绿涛延绵尧翠海扬波袁
双拥海滨绿洲建成人造氧吧遥 催生出射阳现代农业园尧鹤乡
菊海现代农业园尧兴桥幸福农业园尧大马士革玫瑰园等一批
新兴乡村旅游地噎噎打通了农村特色产业发展的野最后一公
里冶袁真正让群众的野钱袋子冶鼓起来遥

乡村今朝更妖娆
———我县大力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纪实

本报记者 杨向东 通讯员 孙学帅

为切实保障县城群众的生活需
要袁提升城市功能与品质袁切实解决市
民野买菜难尧卖菜难冶问题袁近年来袁我
县积极推进野菜篮子冶工程袁加快标准
化农贸市场建设遥

上图为正在进行外部装修的兴海
路农贸综合市场遥

左图为工人正在切割装修材料遥
彭岭 摄

本报讯渊通讯员 刘德钊冤年初以来袁县人社局多措
并举袁着力做好高校毕业生尧农民工和就业困难人员三个
重点群体的就业工作遥

该局积极落实企业稳岗返还工作袁 实施失业保险支
持企业稳岗返还行动袁深入研究制定具体操作办法袁结合
野优化营商环境窑人社服务镇区行冶 行动广泛开展政策宣
传遥 为第一批 62家企业发放稳岗返还金 309万元袁惠及
企业职工 1.2万人袁受理第二批企业稳岗返还申请 14家
待审核发放遥

该局加强重点群体帮扶扩就业工作袁对全县 1151名
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开展实名调查登记袁 对其中有就
业服务需求人员开展跟踪就业服务袁 目前已实现 938人
就业遥认定定点职业培训机构 6家袁为重点群体加强技能
鉴定尧培训补贴等服务袁1-8月份全县累计开展技能培训
2365人遥 深入各镇区进行农村劳动力就业情况调研袁开
展巡回招聘进镇区尧创业大集等活动袁促进农村劳动力就
近就业遥

县人社局

让重点群体个个有“饭碗”

说到邻里关系，这让笔者想起一件与生活相关的事。
不久前，顶楼人家有段时间洗衣不脱水，衣服晾晒出去就
被淋湿。有一天笔者上楼敲开他家的门，说你家洗衣机坏
了吧？下次洗衣时就拿到我家脱水吧！还真管用，自此楼上
淋水的事解决了。

这件事给了我很深的思考，处理邻里关系就是在处理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
门学问，也是一种能力。现代的邻里关系相较于过去有点
复杂，不像过去大家住在一个村庄，彼此抬头不见低头见，
哪家有个什么事、来个什么人，也瞒不了。不像现在，即便
是住在对门的邻居，往往也多不相识，至多见面点个头。

往往越是邻里关系紧张，我们越是期盼那种和谐的邻
里关系出现。但期盼是一回事，现实又是另一回事。在处理
邻里纠纷上，笔者不反对运用法律法规来解决问题。但法
律与规则是冰冷的，没有温度，很多时候面对不是原则上
的是非，还不如以情来处理邻里间的纠纷与矛盾来得温

情，且易于让人接受。
以情处理邻里纠纷，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要换位思

考，站在他人的立场上替别人想一想。也许这一想，矛盾与
问题就会易于解决。比如你住楼上往下扔垃圾，楼下的肯
定不满。但如果换位思考，说不定在管好自己的手时会有
不错的效果。另一个就是遇到问题有纠纷了，要冷静，切不
可因一时冲动撕裂原本脆弱的邻里关系。再一个就是要交
流，这世上没有死结的问题，只有死板且认死理的人。如果
遇到问题，彼此各退一步，各讲一点道理，有事好商量，问
题解决起来一定要比硬碰硬来得委婉，且有温度与情份。

构建和谐的邻里关系
易木

11月 26日上午袁 记者来
到县妇幼保健院装修施工现
场袁 映入眼帘的是一派有条不
紊赶工期的景象遥

县妇幼保健院是由浙江省
现代建筑设计院设计袁 按照二
级专科医院标准建设袁 规划设
置总床位 250张袁 集门诊急诊
楼尧住院楼尧医技楼尧科研楼于
一体袁 致力打造一个医疗保健
相长尧科研教学配套尧生活设施
齐全的现代化妇幼保健服务机
构袁 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
完善我县医疗服务功能遥

洁净无菌的环境是一家现
代化医院必不可少的硬件之
一袁 县妇幼保健院在设计之初
就考虑到了这一点遥野我们现在
装修使用的高压装饰层积板干
挂系统和 6mm 厚硅瓷板都是
为医院的无缝洁净尧 抗菌防菌
服务的袁 这两种新材料可以有
效防止墙缝产生袁 阻止细菌在
缝隙里繁衍造成二次污染遥 而
一楼大厅地面用的环氧磨石地
坪工艺更是要把整个大厅地面
打造成一个整体袁 最大程度避
免卫生死角的产生袁 为医院的
洁净无菌环境保驾护航遥冶县妇
幼保健院项目装修负责人薛海
平告诉记者遥

野目前一共有 200名工人
在现场施工袁选择的是具有丰富经验的施工队伍袁
在保质保量的同时袁各方紧密配合袁大大提高了施
工效率袁为缩短工期提供了保障遥 下一步袁我们将
在保证施工安全的基础上抢时间尧抓质量袁争取早
日竣工遥 冶射阳国投集团现场负责人郁正华这样
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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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新房质量没得说袁与以前居住的危房比简
直天壤之别袁没想到 70多岁了袁还能住上这么好
的房子遥 冶近日袁盘湾裕民新型社区居民温军荣谈
及自家的新房袁发自肺腑地感谢党的好政策遥

裕民新型社区位于 S226东侧裕民村境内遥
该项目规划用地面积 85.1亩袁规划新建农村用房
181套遥 一期用地 25.5亩尧 建筑面积 7926㎡袁共
63套袁其中托底安置房 9套袁11月份二期工程 16
套住宅和多功能大厅同步建设曰老村庄规划改造
173户袁改造总面积 36782㎡袁实行野一主体三统
一冶的标准袁在改造提升设计风格上与新社区层
次格调充分融合袁同步推进遥

走在社区宽敞的水泥路上袁中式的新房与水
景绿化交相辉映袁环境优美尧规划有序尧配套齐
全袁 好一幅水乡民居美丽画卷遥 野建设新房的同
时袁我们建有 2520平方米的绿地和休闲广场袁配
备 1032 平方米党群服务中心尧 卫生服务站尧农
贸尧 生鲜超市以及老年活动中心等公共配套设
施袁满足群众小病就诊尧采购生产生活物资等日
常需求遥 冶裕民村党总支书记房勇介绍道袁野考虑
到居民日常吃蔬菜需求袁我们还在社区东侧统一
规划袁 对每户分别安排了 80到 100平方方的小
菜园袁餐桌上顿顿都有新鲜蔬菜吃了遥 冶

好的物业管理是关键遥裕民新型社区结合周
边市县美丽乡村建设成功经验袁经业主投票决定
成立物业管理委员会袁制定了野自我管理袁自我负
担冶的管理办法袁通过野三个一点冶的筹资方式解
决物业管理经费袁社区的绿化管护尧环境治理尧违
建治安等日常管理得到了有效解决遥 野过去大家
都羡慕城里的生活袁 现在我们社区里应有尽有袁
闲时还可以看看书尧锻炼锻炼身体袁日子越过越
有滋味了遥 冶正在社区内散步的居民林家强一脸
自豪地说遥

“日子越过越有滋味了”
本报通讯员 成麟祥 记者 王明月 周蓉蓉

本报讯渊通讯员 邱玲娜 记者 王中印冤近年来袁
新洋农场围绕野平安新洋冶的工作目标袁推进全要素网格
化服务管理各项工作袁 提升网格化服务管理水平袁 形成
野小事不出网格袁大事不出社区冶的良好局面袁使群众的安
全感尧幸福感和获得感不断提升遥

该农场结合人口状况尧地理位置等因素袁合理划分网
格袁统筹整合资源进社区袁聘请在职人员尧居民组长尧派出
所民警尧老党员尧志愿者等为网格员袁打造出一支结构合
理尧素质优良尧善于管理尧服务群众的专职网格员队伍袁形
成全域覆盖网格化服务管理体系遥

该农场将网格化与党建紧密结合起来袁将党支部尧党
小组设置在网格上袁按照野就近尧灵活尧小型冶的原则袁把农
场 4个支部 200余名党员划分到对应网格袁 建立网格党
员干部与居民群众之间联系服务平台袁 使党员干部在基
层服务尧化解矛盾纠纷等工作中发挥先锋作用遥

该农场加强与其它镇区间的网格化工作交流学习袁
重视对网格人员专业知识和技能进行培训袁 有效提升网
格员发现问题尧解决问题的能力遥创新野暖心服务进网格冶
活动袁发放网格员联系卡袁建立 QQ群尧微信群等方式袁
拉近网格员与群众距离袁做到野服务群众零距离袁解决矛
盾无时差冶遥

新洋农场

织牢和谐“一张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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