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干二季度 冲刺野双过半冶

日前袁 兴桥
镇西移集体农场
里一派繁忙袁成
匡连片的水稻田
内袁 插秧机手正
忙着插秧作业遥 村党总支书记安才华告诉记者院
野上半年袁一茬西瓜已全部售卖袁虽受疫情影响袁
但效益与去年基本齐平遥 现在袁大家清了棚子忙
着种植种稻遥 冶

西移集体农场成立于 2016年袁 共流转 1520
亩土地袁由村集中经营袁辐射 5个村民小组袁采取
野自种+租赁冶方式运营袁其中袁西瓜大棚 873亩袁
由承包租赁人种植管理 曰 另有 647亩地种植稻
麦袁由村组干部种植管理遥

在田头袁 记者见到干农活的村民周步江袁他
以前是村里的野困难户冶袁而今他已经通过自己的
努力过上了好日子遥 野自己种田不仅辛苦袁而且因
为技术不过关袁收成时好时坏遥 现在袁我把农田流
转给集体农场袁每亩每年净收入 900元袁省事又
省心遥 渊下转二版冤

西移农场话丰年
本报记者 成杰 通讯员 刘颖

位于射阳港经济开发区
的江苏长风海洋装备制造有
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海洋
风电塔架尧钢管桩等海洋工程
装备生产制造的大型企业袁拥
有 40多项发明专利袁生产的
单桩和导管架为国内最大袁目
前在手订单近 25亿元遥 图为
该公司正在赶制广东阳江导
管架订单遥 吴贵民 摄

野噼里啪啦噎噎噼里啪啦噎噎冶日前袁兴桥镇津富新型农村社
区内响起一阵鞭炮声袁农户邵开全正趁着天晴搬新家遥 白墙黛瓦
的两层小楼袁古铜色的欧式大门上贴着一幅写有野映日荷花香飘
致富路袁摇风疏柳绿染小康家冶的大红对联格外醒目遥走进装潢时
尚的家中袁邵开全开心地告诉我们院野花了不到 15万元袁从 80多
平方米老屋子搬进这 160平方米的大房子袁空调尧冰箱尧液晶电
视尧集成灶样样都有袁我们庄稼人也过上了小康日子浴 冶

野小康不小康袁关键看老乡曰老乡好不好袁首先看住房遥 冶为解
决农民群众的居住问题袁更为避免野让群众住着危房耶被小康爷冶袁
从 2018年 10月开始袁我县对 22.28万农户进行过细排查袁因地
制宜尧系统性推进农民群众住房条件改善工作袁扎实补好农村民
生这块野短板冶遥 截至目前袁全县新建农村新型社区 36个袁创成中
国美丽乡村百佳范例 1个尧全省首批农房改善示范项目 2个遥 同
时袁对标脱贫攻坚野两不愁尧三保障冶袁全县四类重点对象住房全部
高质量改善到位遥

最大程度征求民意要要要
野搬还是迁袁群众说了算冶

野物业管理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打扫卫生特别尽责袁还实行了
垃圾分类处理遥出嫁的女儿从外地回来都不想走了浴冶盘湾镇裕民
村村民陈风高正给野小菜地冶里的茄子浇水袁他对新社区最大感触
就是物业服务十分到位遥 映着烈日骄阳袁社区里一栋栋如泼墨山
水画中走出的徽式洋房格外雅致尧古朴袁统一规划的野小菜地冶里

绿意葱茏遥
野耶住上好房子袁过上好日子爷是老百姓最大的心愿遥由于经济

条件有限袁村里的房屋大多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所建袁以低矮砖
房为主袁路面也坑坑洼洼遥既然要建新型社区袁那势必要了解群众
最真实的想法遥 冶裕民村党总支书记房勇回忆道袁野一开始袁我们就
对全村居民进行拉网式调查袁摸清房屋建设年代尧安全等级尧进城
入镇留村意愿等情况袁严格实行一户一档尧一村一册袁并且都经过
民主评议尧张榜公示浴冶目前袁一期工程已经建设完毕袁居民全部入
住曰二期工程正在抓紧建设袁已签订拆除协议 102户袁其中有 88
户要求进社区安置遥

危房拆除之前让群众野五知道冶尧建设之前让群众野三选择冶尧
拆建过程实行野三公开一监督冶噎噎全程透明化推进农房改善工
作袁才能让群众真正安心放心遥截至目前袁全县今年计划拆除房屋
共 13718户袁已拆除 3473户袁已签订协议 2861户袁完成总任务数
的 46.17%遥

最大诚意建造住房要要要
野选址户型袁多听心里话冶

野各安其居而乐其业袁甘其食而美其服遥 冶野衣食住行冶是衡量
百姓幸福指数的基本指标袁而民意所向尧发展所需正是农房改善
的出发点遥

从旧房搬迁进新社区尧货币化安置选择野进城入镇冶等袁对于
群众几种截然不同的选择袁我县野对症下药冶袁皆有良方遥不仅高标
准建设新住房袁还在各镇区设立野房产超市冶袁让群众对住房信息
了然于胸遥 野那新社区的住房袁怎么建钥 冶野计划选址袁如何选钥 冶这
些摆在面前的问题袁皆是关乎百姓日后生活尧生产的大事遥 野农村
居民住惯了低层住宅袁我们在规划设计时充分尊重农村建筑的客
观规律袁 设计的房屋多为两层小楼袁 同时提供 10多种户型设计
图袁以 80至 140平方米户型为主袁集中展示让群众比选遥 即便是
楼梯踏步的尺寸尧深度等细微之处都有合理的设计遥冶县农房办负

责人掌权翻开厚厚的叶苏北农房设计指引曳介绍道遥
我县还邀请省城乡设计院等单位袁对村庄整体风貌尧村口标

识等进行个性化策划设计袁弹性配置便民购物点尧快递点尧卫生
室尧幼儿园尧爱心食堂等选配服务设施袁推动野六通冶野十有冶全覆
盖袁打造有形象尧有故事尧有韵味的现代村庄遥

最大优势发展产业要要要
野就近工作袁过上好日子冶

对于 53岁的洋马镇贺东村村民吴正霞来说袁 有着一份收入
稳定的工作和一个设施齐全的住房就是人生最大的幸福遥
流转了原有的 20多亩地后袁吴正霞搬进贺东新型农村社区袁

和丈夫二人成为鹤乡菊海现代农业园里的员工袁加起来每月能有
6000元的收入遥 野一年到头种地顶多挣四五万元袁现在两个人加
起来能有七八万元呢浴 耶住上好房子袁过上小康生活爷说的就是我
们浴 冶正在扦插菊花苗的她一脸自豪遥

改善农民住房条件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题中之义遥 集中居住
后袁离原先的农田远了袁传统耕种模式无法持续袁而因社区维护等
出现的额外支出却变多了袁如何保障群众从野村民冶变为野居民冶后
的生活钥对此袁我县已经交出野完美答卷冶袁构建了野一个富民产业尧
一道绿色风景尧一组功能配套冶遥

要要要以镇为单位推广野特色产业+冶模式袁就地就近发展优势
特色产业袁实现农民野离土不离乡尧就业不离家尧就地城镇化冶遥

要要要充分发挥村民自治作用袁 对物业管理经费实行 野三个
一冶袁即居民拿一点尧村里贴一点尧政府补一点袁最大限度减少群众
负担遥

要要要学习借鉴野枫桥经验冶野马庄经验冶袁全面构建向上向善尧
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遥

如今鹤乡大地袁洋马野药材+冶尧特庸野蚕桑+冶尧黄沙港野渔
业+冶尧陈洋野草编+冶等野一镇一产业尧一点一特色冶的产业配套格
局已经形成袁新型农村社区的野小康故事冶正在温情野讲述冶噎噎

射阳：把“小康”写在新农房的“对联”上
本报记者 张伟 周蓉蓉

野到目前袁我们已开工建设桥梁
11座袁钻孔桩完成 297根袁占总量的
96%袁排水涵洞完成设计量的 90%袁软
基处理已全部完成袁 路基填方完成
35万方袁占总量的 21%遥 冶6月 26日
一大早袁记者来到盐射高速一标段施
工现场采访袁正在查看建设情况的中
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盐射高速公
路工程 1标段副总工程师郑伟杰向
记者介绍道遥
走进施工一线袁大型机器轰鸣声

不绝于耳袁挖掘机尧推土机高速运转袁
混凝土车正往泵车里倒入混凝土袁以
便浇筑桥梁遥野下半年袁我们要完成路
基 166万方袁桥梁 11座袁总长度 680
延米袁制梁 793片袁涵洞通道 53道袁
年度产值将达 2.5亿元遥 冶郑伟杰说遥
在该项目二标段预制梁场袁工人

正在对梁板进行喷水养护遥 野我们这
一段上部结构为装配式预应力混凝
土连续箱梁袁 下部结构为柱式桥墩尧

肋板式桥台袁有一段还处于运棉河河
道内袁对环保要求较高遥目前袁我们正
加班加点赶工袁争取在明年 1月底圆
满完成建设任务遥 冶中铁十九局集团
有限公司盐射高速公路工程 2标段
项目经理朱宏奎介绍道遥
为保证施工质量袁该项目自开工

之日起袁各标段就分别成立质量安全
管理小组袁明确各级人员安全尧质量
责任袁 制定各工种安全操作规程曰实
行班组日查袁安全员尧技术员巡查袁项
目部周查袁并跟踪复查整改情况遥野用
电方面袁我们也编制严格的临时用电
施工组织方案袁实行耶三级配电袁两级
保护爷袁 并要求省内专家对方案进行
评审袁确保施工安全遥 冶朱宏奎介绍
道遥

盐射高速是我县对外联系的重
要通道袁主线全长 22.5公里袁设计速
度 120km/h袁建成后袁市民在主城区
和新城区范围就可实现 5分钟上高
速的目标遥 野我们将严格按设计施工袁
配足施工资源袁加强过程控制袁确保
优质高效地建设盐射高速袁让射阳人
民放心遥 冶郑伟杰笑着对记者说遥

盐射高速建设如火如荼
本报记者 王明月 通讯员 王克成

本报讯 渊记者 范媛媛
通讯员 孙淦冤6 月 27 日袁位
于合德镇科技创业园的视远真
空设备项目现场袁 一号生产厂
房和二号生产厂房框架主体已
经基本完成袁 三号生产用房主
体尧 餐厅宿舍主体已经封顶遥
野我们正在抢抓晴好天气袁加紧
组织人力尧物力进场施工袁加快
推进项目建设遥冶项目施工负责
人顾献东告诉记者袁 合德镇政
府工作人员全程跟踪服务尧全
程帮办解决问题袁 为项目顺利
推进提供了有力保障遥

年初以来袁 合德镇坚持一
手抓常态化精准化疫情防控袁
一手抓经济社会发展袁 始终坚
持发展中心袁突出项目建设袁优
化企业运行袁 全镇经济社会持
续保持高质量发展的良好势
头遥

该镇一刻不停狠抓招商引
资袁创新招商模式袁采取驻点招
商尧以商引商尧线上招商袁围绕
机械电子尧电力电器尧汽车配件
三大产业袁突出科技型袁紧盯税
源型袁以环境引项目袁以服务留
客商遥 上半年袁共拜访企业 150
家袁 接待上市公司或开票销售
3 亿元以上工业企业考察 55
家袁成功签约博格医用膜材料尧
水刺设备等亿元以上项目 14
个袁 其中 10 亿元以上项目 1
个尧5亿元以上项目 3个遥 一着
不让强推项目建设袁 围绕市级
工业园区提升袁组织开展野载体
建设突破年冶活动袁狠抓载体袁
建强平台袁 以优质的配套筑巢
引凤袁实行全过程跟踪尧全环节帮办尧全要素保障袁
在加快速度上下功夫尧在提升质量上求实效遥上半
年袁新开工视远真空尧海普润水处理等项目 16个曰
新竣工永福机械尧泛海统联等项目 11个遥 一丝不
苟服务企业运行袁丰富野合德服务冶内涵袁过细落实
野二十条冶扶持政策袁协调解决资金尧用工尧办证等
问题袁实施金港纱线尧明科医疗等技改项目 8个袁
培植小升规企业 8家袁申报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23
家袁超额完成野双过半冶财税目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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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29日上午袁记者来到海通
镇通兴居委会袁只见道路上车辆停
放有序袁路面干净整洁袁街上悬挂
着野创文冶公益广告和宣传标语袁文
明宣传栏里野创文冶相关知识贴得
满满当当遥 野自耶创文爷工作开展以
来袁我镇对标对表测评体系袁聚焦
重点难点袁着力抓落实尧明任务尧优
环境尧提素质袁全民行动尧上下一
心袁扎实开展文明城市创建工作遥 冶
该镇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遥

今年是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三
年计划的冲刺之年尧收官之年遥 年
初以来袁海通镇制定野创文冶宣传工
程清单尧 项目清单和活动清单袁充
分利用会议尧广播尧公示栏等袁大力
宣传野创文冶重大意义遥 野为保证宣
传效果袁我们及时对 G228国道尧明
达学院尧集镇等重点位置的宣传牌
进行维修更新袁 更换各类标牌 30
多块袁新添文明用语尧禁烟标识尧交

通指南等宣传标语 30多条遥 冶镇宣
传办办事员王耀杰告诉记者遥

在做好宣传工作的同时袁该镇
还加强督办督查袁组织村建尧环卫尧
城管尧 交通等部门进行督查整治袁
清运建筑垃圾 20多吨曰集中整治集
镇门前摊位尧乱停乱放尧废弃垃圾
等 60余处遥 野这两年袁 集镇有了很
大变化袁 以前路上很多人乱停车袁
路两边的店铺也在门口摆摊袁路非
常容易堵袁特别难走遥 现在好了袁街
道变干净袁 停在路边的车上规矩袁
店面摆摊不影响交通袁上街买东西
感觉舒心多了遥 冶谈及镇上的变化袁
通兴居居民李新成笑着告诉记者遥

野我镇将持续做好文明创建工
作袁明确任务袁提高认识袁把工作抓
实抓细袁为全县争创全国文明城市
贡献海通力量遥 冶海通镇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袁该镇为巩固野创文冶成
果袁建立和完善野创文冶工作巡查监
管机制袁组织拉网式排查袁日检查尧
周督办尧月汇总袁做到野创文冶工作
常态化尧长效化袁坚决防止问题反
弹回潮遥

海通镇做实做细“创文”工作
本报记者 吴炘恒

野全县机关作风建设暨耶执行力提升年爷动员大会
召开后袁 我们第一时间召开党委会袁 学习贯彻会议精
神袁以预防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尧群死群伤恶性火灾
事故为工作目标袁扎实开展主题教育袁狠抓队伍管理袁
大力提升干部执行力袁深入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袁确保
全县火灾形势和队伍管理耶双稳定爷遥 冶日前袁就贯彻落
实全县机关作风建设暨 野执行力提升年冶 动员会议精
神袁县消防救援大队党委书记尧政治教导员陈杰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说遥
为进一步加强作风效能建设尧提升执行力袁陈杰表

示袁今年消防救援大队将重点抓好三方面工作遥
一是党建引领袁政治建警袁着力筑牢指战员忠诚警

魂遥 创新举措袁从严落实组织生活制度袁落实好党委议
教管教制度袁做到谋划部署尧议教管教尧帮扶指导尧解决

问题野四个到位冶袁抓牢党建引领袁坚定政治信仰遥丰富党
组织建设载体袁紧扣主题教育袁开展专题大讨论活动袁全
面提升指战员的纪律意识和作风养成袁强化问题导向袁
巩固教育效果遥 坚持正风肃纪袁增强廉洁意识袁对照野两
严两准冶建设标准袁严明队伍纪律作风袁扎实开展警示教
育袁提高党员干部思想政治素质袁提升干部执行力遥
二是着力提升应急救援能力袁 转型升级尧 敢打必

胜遥 聚焦野全灾种尧大应急冶任务需求袁加强信息化引领袁
随时做好野灭大火尧抢大险尧救大灾尧打恶仗冶准备袁建立
健全实战牵引的练兵体系尧科学高效的指挥体系尧畅通
迅捷的通信体系尧多元并举的力量体系遥 深化野营区尧单
位尧基地冶三位一体组训体系建设袁建立末位跟踪考核机
制袁修订完善各类执勤战斗预案袁推动全县二级消防重
点单位灭火救援预案全部实现数字化遥 推广应用消防

实战指挥平台袁提供应急指挥野一张图冶服务袁逐步实现
作战全要素尧全过程掌控和一体化指挥遥 健全应急通信
保障工作机制袁完善应急通信保障培训尧训练尧测试计
划袁制定场景化通信保障预案袁常态化开展应急通信实
战拉动演练遥

三是聚焦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袁责任牵引尧精准发
力遥 深入贯彻叶江苏省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曳袁大
力推进火灾防控专项整治行动袁推动各镇渊区冤消防安
全机构实体化运行袁 在健全消防工作体系上求突破遥
组织开展城市消防安全重大风险评估袁滚动开展辖区
重大风险点排查整治袁 在火灾隐患排查整治上求突
破遥 持续推进建筑消防设施联网监测系统建设应用袁
建立健全工作机制袁 在消防基层基础建设上求突破遥
深入推进消防宣传野五进冶工作袁大力开展野打铁趁热冶
式火灾警示教育袁在全民消防宣传教育上求突破遥 聚
焦消防执法改革重点任务袁深化简政放权袁加强事中
事后监管袁在规范监督执法行为上求突破遥

改作风强整改 全面提升执行力
要要要访县消防救援大队党委书记尧政治教导员陈杰

本报记者 葛静漪 通讯员 沈荣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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