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渊上接一版冤
以服务保供应袁稳步实现粮食野增产增收冶

夏收季节袁却逢雨水连绵不绝袁眼看阴干的粮食就要发霉变质噎噎
而在千秋镇洪光农机专业合作社内袁 记者却看到另外一幅画面院野轰隆
隆噎噎冶工作人员正有条不紊地操作着一台大型烘干机袁成堆的粮食被
烘干尧装袋遥种植大户丁卫喜上眉梢院野我有 280亩土地袁以前收割完了袁
还要花钱喊车送到几个烘干厂烘干袁成本不知道要多花多少遥自从和洪
光农机专业合作社合作后袁再也不用东奔西跑袁田间收割尧车间烘干两
不误袁这样种田真省心浴 冶

成立于 2016年的洪光农机专业合作社经过多年发展袁现拥有联合
收割机尧植保机尧粮食烘干机等各类机械 40余台套袁涉及农业生产各个
环节遥合作社和种植大户签订的全程机械化服务协议的农田袁从种植到
收获提供相应的机械作业服务袁目前全年能实现机耕尧机播尧机收面积
5000亩以上遥我县像这样的专业合作社有 60个以上遥据县农业农村局
副局长陈以良介绍院野为全力服务好农民朋友袁 我们建立健全三级服务
体系袁建立耶1+N爷结对服务机制袁常态化开展监测袁发布农情信息曰积极
开展知识培训袁扶持专业合作社尧农资服务超市等新型农业服务主体袁
为粮食生产提供耶一站式爷服务曰充分发挥村耶两委爷组织协调作用袁开展
土地流转袁实现粮食生产规模经营遥 冶

据统计袁我县现有稻麦产业家庭农场 700个尧种植大户 435个尧合
作社 60个袁100亩以上稻麦适度规模种植面积占全县粮食种植面积的
43 %曰有各类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 201家袁服务面积达 361万亩袁专业
化病虫害防治组织 358个袁植保机械保有量 4421台袁日作业能力 13.4
万亩遥

丰盈鹤乡人民的野饭碗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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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渊记者 施鸿豪冤7月 25日上午袁县人民医院野黄海
雯教授名医工作室冶在该院急诊楼十楼会议室揭牌遥 县委常委尧
副县长崔晓荣出席活动并致辞遥

崔晓荣在致辞中说袁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液病学科是
国家级重点学科尧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尧江苏省血液病临床医学中
心遥黄海雯教授作为该院血液科主任医师尧教授尧研究生导师袁长
期从事白血病尧淋巴瘤尧骨髓瘤尧贫血尧血小板减少的临床诊疗工
作袁在业界德高望重尧声名远播遥 今天能在家乡医院挂牌成立工
作室袁充分体现了黄海雯教授对家乡人民的深情厚谊遥相信在黄
海雯教授的鼎力支持下袁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袁射阳卫生事业一
定会登上新的台阶遥希望县人民医院以此为契机袁与苏州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密切合作交流袁主动加强业务联系袁虚心请教学习袁
充分借助黄海雯教授及其团队的临床尧教学尧科研优势袁不断提
高我县血液科的诊断尧治疗技术水平袁努力打造区域内技术和科
研高地袁为全县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加方便尧更为优质的医疗服
务遥

活动中袁黄海雯和崔晓荣共同为野黄海雯教授名医工作室冶
揭牌袁县人民医院与黄海雯教授进行签约遥

县院“黄海雯教授
名医工作室”揭牌

本报讯渊记者 吴炘恒冤7月 24日下午袁全县湾渊滩冤长制联
席会议暨近岸海域国考点位水质达标专题部署会在县行政中心
五楼会议室召开遥 县委常委尧宣传部长徐旭东主持会议并讲话遥

在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后袁徐旭东指出袁推进近岸海域水质达
标尧 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具体
行动袁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袁也是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的重要内容遥县相关部门和镇区要积极履职尽责袁主动
作为袁开展精准式尧点穴式治理袁确保海洋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
善遥徐旭东要求袁要坚持问题导向袁狠抓工作重点袁重点开展入海
河流入河排污口专项检查袁深入开展入海排污口监测溯源整治袁
强化企业入海直排口和近海排污口监督检查袁 降低农业和生活
污染源排放袁推动渔港船舶污染物和废弃物收集处理袁全面落实
近岸海域水质达标攻坚措施遥 要压实工作责任袁 严格落实 野湾
渊滩冤长制冶袁进一步完善县尧镇尧村三级湾渊滩冤长制组织体系曰强
化攻坚保障袁加强海洋环境监测能力建设袁加密近岸海域水质监
测曰强化督查考核袁齐心协力尧攻坚克难袁确保全面完成近岸海域
水质目标攻坚任务遥

县召开湾（滩）长制联席会暨近岸
海域国考点位水质达标专题部署会

就业袁乃民生之本尧野六稳冶之首遥 稳就业就是稳经济尧
稳社会尧稳民生尧稳人心遥

年初以来袁县人社局紧扣稳就业尧保居民就业的新任
务尧新要求袁围绕返乡农民工等重点群体袁全力强化招聘
搭台袁快速推进稳岗援企袁着力加强创业扶持袁开展一系
列扎实有效的工作袁有力地促进农民工就业创业遥今年以
来袁共为 851家企业发放稳岗返还资金 1190万元袁惠及
职工 20842人遥

强化招聘搭台袁服务就业
野以前找工作大老远地要跑到县人社局一楼大厅去

登记申请袁如今只要打开微信袁链接耶射阳就业连连看爷袁
就可以在上面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袁真是太方便了遥 我现
在的工作就是在上面找的遥 冶日前袁来自海河镇的在射阳
科技创业园内的金港特种纱上班的吴梅说遥

年初以来袁县人社局持续开展野e 就业冶远程视频招
聘袁大力度开展微信招聘袁相继推出野鹤乡企业诚邀冶野急
招冶野人社帮您找工作冶野射阳就业连连看冶系列招聘链接袁
累计开展线上招聘 30场次袁职位点击超 27万人次遥 微信
招聘链接增加了留言功能尧即时电话直拨功能尧导航功能

等袁发布叶致家乡求职者曳叶致返乡创业者曳叶致家乡的求职
朋友曳等情真意切的文字袁吸引返乡人员留乡就业遥 推出
野就业连连看冶网络系列招聘活动袁招募百人野就业连连
看冶志愿者袁接力传递微信招聘链接袁通过野就业连连看冶
志愿者尧就业创业公众号尧村居在外务工人员微信群等途
径袁 充分宣传招聘信息袁 实现全县企业新招录人员 4100
多人遥

加强创业扶持袁带动就业
这几日袁位于四明镇的野发群冶家庭农场负责人严发

群长长舒了口气袁因为在县人社局的大力支持下袁该农场
在射阳农商行申请了 5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袁解决了运
转资金缺乏的难题遥

近年来袁该局持续开展野乐业射阳 创响鹤乡冶返乡就
业创业促进行动袁广泛开展创业政策尧创业典型尧创业项
目宣传袁积极引导在外农民工返乡创业遥 筛选适宜的小本
创业项目袁制作微信链接宣传推介给返乡农民工遥 开展创
业示范载体建设袁积极优化创业环境遥 加大创业担保贷款
扶持力度袁促进富民创业担保贷款质效提升袁引导尧支持
农民工在新业态创业就业遥今年以来袁累计办理创业担保

贷款 1105人尧贷款资金 11124万元遥
推进技能培训袁撬动就业

野去年袁我在县人社局参加电工培训袁取得了电工证遥
如今我在射阳高新科技创业园内企业上班袁 一个月有
5000多元的工资遥我这份工作的取得袁完全得益于人社局
开展的职业技能提升行动遥 冶日前袁在京一电子上班的王
海感激地对记者说遥

近年来袁该局依托各镇村基层就业服务平台袁向有培
训需求的农民工推广免费培训平台袁 鼓励农民工参加在
线培训学习遥 制定我县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和职
业技能提升行动专项资金管理实施细则袁 推进培训补贴
实名制系统应用遥 将市疫情防控期间线上培训政策要点
汇总编印袁 通过镇区人社服务中心迅速对企业进行政策
宣传袁开放申报绿色通道遥 为 339名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
发放培训补贴 30.92万元袁 受理新职工岗前培训补贴 11
家袁培训 358人袁提供培训补贴 17.9万元曰新型学徒制培
训班申请 2家袁培训 101人袁预拨申报资金 21.6万元袁为
强化技能培训尧促进创业就业尧推动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遥

为了百姓的笑脸
要要要 县人社局立足稳就业做好企业用工服务纪实

本报记者 杨向东 通讯员 刘德钊

本报讯 渊通讯员 张敏
成麟祥冤近年来袁盘湾镇统战
工作办公室创新工作举措袁
在村居建立统战成员服务
站袁设立民情联络员袁着力构建民情网络袁促进全镇经济健康协调发展遥

构建民情联络网络遥 该镇从村居统战成员中选拔熟悉社区工作尧作
风过硬尧群众威信高的人员袁聘任 89人担任野村居民情联络员冶遥 民情联
络员每人联系 6栋以上楼院袁在全镇形成一级抓一级尧层层抓落实的民
情工作网络遥

充分发挥联络职能遥 该镇民情联络员负责向周围群众宣传政策尧法
律法规袁做好化解矛盾尧反映民意尧建言献策等工作遥 从调查摸底尧汇总分
析尧解决难题三个环节入手袁通过面对面谈心尧座谈交流尧书面征求意见
等方式袁及时了解社情民意袁掌握群众的所思所想所盼遥 从掌握的第一手
材料中袁抓住重点袁分类汇总袁认真分析问题袁对能办理的问题袁明确责任
人立即着手办理曰对比较复杂或不能办结的问题袁由民情联络员陪同或
代替情况反映人到村居进行解决遥

建立健全管理机制遥 该镇建立定期服务机制袁民情联络员联系党外
人士每周义务到居民家中开展卫生清理尧医疗保健等服务遥 建立协调推
进机制袁由镇统战工作办公室牵头袁每月召开一次民情联络员调度会袁掌
握村居工作进展情况袁协调解决工作中的疑难问题遥 建立野连心卡冶制度袁
印上民情联络员姓名尧联络电话尧服务事项尧信息反馈等内容袁分发给居
民群众遥

半年来袁该镇民情联络员进村入户宣传尧调查 2000余人次袁向镇党
委政府提供社会舆情 86条袁预防和化解矛盾 25起袁民情联络员联系所
在村居的党外知识分子设立统战课堂袁义务为居民举办讲座 10余次袁内
容包括养生医疗保健尧科技知识辅导尧中小学暑期课堂等遥

盘湾镇

架设民意“直通车”

本报讯渊通讯员 王荣 记者 葛静漪冤日前袁记者走进黄沙港镇东
方村袁在王兵承包的近百亩鱼塘里袁两台增氧机高速运转袁泛起洁白的浪
花遥 自动化喂食机将颗粒饵料像雨点般洒向鱼塘袁鱼儿抢食嬉戏袁一幅人
欢鱼跃的生动画面映入眼帘噎噎

野我爱人长年身体不好袁我平时又没有固定收入遥 去年袁村里把集体
鱼塘承包给我袁还主动帮忙解决技术尧资金等难题袁让我摘掉了贫困户帽
子袁走上了致富路遥 冶提起村里的扶贫工作袁王兵十分满意遥

近年来袁黄沙港镇把脱贫攻坚工作摆上突出位置袁落实机关干部蹲
点驻村尧包干到户袁采取一户一策尧实施一对一帮扶袁确保脱贫不返贫袁小
康路上一户不落遥 截至日前袁该镇有关脱贫攻坚方面的 18个市交办件尧
81个县交办件已全部整改落实到位遥

该镇充分发挥沿海资源和交通区位优势袁 大力推进产业化扶贫袁加
快 G228高效农业特色种养带建设袁 引导沿线 200多户脱贫户实施药材
种植和特水养殖袁拓宽致富渠道袁增加经济收入遥

该镇发挥重点企业扶贫优势袁抓好野企业+冶脱贫攻坚工程袁出台优惠
政策袁引导开胜纸业尧怡美食品尧津源科技等重点骨干企业袁积极吸纳脱
贫人员在家门口就业袁使脱贫人员有稳定的工资性收入曰对确实因病尧因
残尧缺乏生产能力的 129户 329人袁以落实基本保障为底线袁进一步完善
救助保障体系袁保证救助工作抓实抓细遥

该镇合力做好危房排查尧基本医疗尧义务教育三个野全覆盖冶袁对全镇
所有建档立卡四类对象疑似危房户逐一核查袁进行鉴定袁对确认的危房
户坚决拆除重建曰为保证基本医疗全覆盖袁保证住院治疗野一站式冶服务
全部落实到位袁全面执行先诊疗后付费政策袁保证脱贫户生病看得上尧医
疗费花得起曰义务教育全覆盖袁对建档立卡脱贫户子女袁全面落实教育补
贴资助曰对重度残疾学生袁开展送教上门活动袁确保送教率达 100%遥 同
时袁通过规模土地流转尧兴办集体增收项目袁确保市级经济薄弱村今年实
现经营收入 20万元以上遥

黄沙港镇

多点开花巩固脱贫成果

野老人家袁天气热袁我们给你们送来了西
瓜袁可以防暑降温遥 冶7月 20日下午袁临海镇
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与民政办一起为集中供
养的野五保冶老人送去丝丝清凉遥

藿香正气液尧板蓝根尧菊花尧绿豆噎噎各
种各样的防暑降温物品堆满桌子袁 屋子里弥
漫着温馨遥 大家拿着东西袁感动不已袁你一言
我一语地连声感谢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他们
的关爱遥野夏天送来清凉袁冬天送来温暖遥我不

识字袁也不会写感谢信袁但我心里明白袁我们
镇党委政府真是比亲人还要亲! 冶68岁的孤寡
老人张亮动情地说遥

野住在敬老院的老人们年龄大尧身体差袁
高温天气袁更要照顾好他们的日常起居遥 冶该
镇主要负责人实地察看了老人们的居住情况
和院内环境设施袁 了解老人们身体尧 生活状
况袁并为老人们送上防暑降温药品袁希望他们
在这炎炎夏日能够健康快乐地生活遥

活动中袁 该镇负责人还叮嘱敬老院的工
作人员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袁 加强敬老院食
品卫生管理和老人们的膳食调节袁 保证每位
老人有风扇吹尧有水果吃尧有解热防暑药品袁
确保老人们安全度过酷暑遥

“五保”老人沐清凉
本报通讯员 陈洪飞 记者 周蓉蓉

日前袁笔者在中联安置小区看到袁46岁的
陈明荣麻利地开箱拆包袁给铜管包上保温棉袁
缠上胶带袁与同伴一起安装挂机遥

早在今年 6月上旬袁陈明荣就忙了起来遥
他每天早晨 5点半就要出门袁晚上一直忙到 8
点左右遥 多的时候袁一天装十几台空调袁少的
时候也要装七八台遥 工作繁忙袁别说没有午休
时间袁 午饭都只有半个小时解决遥 陈明荣坦
言袁 早上 10点到下午 3点这段时间最难熬袁
阳光直射的地方必须全副武装袁 不然会晒脱
皮袁太阳晒不到的地方袁就光膀子袁脖子上搭
条湿毛巾袁擦擦汗遥 每天都是干衣服出去袁湿
衣服回家袁衣服干了又湿尧湿了又干是常态遥

与记者没聊几句袁他又开始忙了起来袁安
装好室内机之后袁 他一把扛起一百来斤的空
调外机遥 此时袁他正顶着烈日将空调外机支架
固定进同伴刚刚打好的孔里去遥 螺丝拧好之
后他不放心袁 又用扳手再次紧了紧螺丝帽遥

野这单活算是最简单的了遥 现在房子越建越
高袁 合理的房屋都预留了空调机位袁 方便安
装袁但有些房屋设计者为了建筑外观整洁袁将
空调机位隐蔽到数米外的格栅凹槽里袁 甚至
根本就没有预留空调主机的位置袁 不要说运
送主机的途径袁就连下脚的支撑都没有袁那就
只能靠绳索吊尧人工扛了遥 最危险的是高空作
业袁爬行在数十米高楼的外墙之上袁安全保障
除了自己的双手双脚袁 就是腰间系着的一根
手指头粗的绳索遥 吊在高楼外常常就像野蜘蛛
侠冶一般袁荡来荡去或者一步一个脚印地打孔
穿钢钉前行袁 一般人看着腿肚子都得打哆
嗦遥 冶陈明荣坦言遥

野一台搞定浴 冶确定空调出风口排出阵阵
凉风袁他抬起手抹了一把额头袁用力一甩袁豆
大的汗珠洒落地面遥 顾不上喘一口气袁他弯腰
迅速收拾好散落一地的安装工具袁 奔向下一
个安装地点遥

盛夏空调安装忙
本报记者 李文华

位于洋马镇的金祥
新型管桩项目计划总投
资 3亿元袁 占地 75亩袁
专业生产新型预应力高
强度混凝土管桩和排水
管袁产品广泛应用于桥梁
市政尧高速公路等大型土
建工程遥图为项目建设现
场遥

盛诚 摄

盐城鹏飞农牧有限公司新建年出栏 6万头生猪养殖场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编制已基本完成袁根据叶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参与办法曳的要求袁现将拟建项目环评的有关情况进
行第二次公示遥

一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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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盐城鹏飞农牧有限公司新建年出栏 6万头生猪养殖场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详见射阳县环境保护
产业协会网站中的项目公示袁 链接为院http://www.syaepi.
org.cn/epi/bst/遥

需查阅纸质报告书的公众需到射阳县黄沙港镇东方村
4组进行查阅遥

二尧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次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是建设项目所在地 2.5km范

围内的公民尧法人和其他组织遥
三尧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若您对项目有什么意见和看法袁 可按照如下格式填写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意见表袁 请填写与本项目
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有关的建议和意见遥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意见表的网络链接为院http://
www.syaepi.org.cn/epi/bst/20200723/009_b7f72ee9 -4c85 -
43e8-a3c5-9acc1433b5d6.htm遥

四尧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您对项目有什么意见和看法袁请反馈给建设单位遥可填

写公众意见表发送电子邮件渊qinfei68@126.com冤或通过邮
寄信函渊联系地址院射阳县黄沙港镇东方村 4组袁联系人院秦
总袁联系电话院0515-82235980冤的方式发表意见遥 发表意见
的公众请注明发表日期尧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袁以便根据需
要反馈遥

五尧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遥
本次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为 2020年 7月 23日至

8月 5日遥
盐城鹏飞农牧有限公司

2020年 7月 23日

盐城鹏飞农牧有限公司新建
年出栏 6 万头生猪养殖场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本报讯 渊记者 王鹏冤7月 25日下午袁7个亿元高端纺织项
目集中签约仪式在兴桥镇政府六楼会议室举行袁县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王占芬参加签约活动并致辞遥

王占芬指出袁兴桥镇上下要充分珍惜这次难得的机遇袁整合
各方力量袁调动一切要素袁以最优惠的政策尧最优越的环境尧最优
良的服务袁全力保证项目早开工尧早竣工尧快投产尧快达效袁同时
希望项目业主调集精兵强将袁按照合同约定袁快推项目建设袁及
早投入生产袁实现互利双赢遥

据悉袁此次 7个亿元项目均是从南通尧苏州等地引进的高端
纺织企业遥 高端纺织是兴桥镇三大主导产业之一袁此次集中签
约活动为兴桥镇经济发展尧产业升级创造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机
遇遥 近年来袁兴桥镇坚定不移地落实县委尧县政府项目强镇战略
部署袁抢抓机遇袁主动作为袁积极承接袁努力在规划编制尧土地调
整尧招商引资等方面下功夫遥 目前袁红星纺织工业园已经获批市
级园区袁总体发展规划和产业发展规划基本成型袁各类招商合作
正在深入洽谈遥 此次 7家企业签约入驻袁 标志着红星纺织工业
园建设步入新的阶段遥

兴桥镇 7个亿元
高端纺织项目集中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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