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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时节袁硕果盈枝遥 在位于合德镇
凤凰现代农业示范园内的海明果蔬专业
合作社袁 只见沉甸甸的猕猴桃挂满枝头袁
香味沁人心脾遥 野这是红心猕猴桃袁那边是
徐香猕猴桃袁 上个月已经采摘销往上海尧
苏州的超市了遥 冶合作社负责人吴建森笑
容满面地告诉记者遥 据了解袁猕猴桃种植
每年为凤凰村尧种植户带来 300 多万元的
收益遥

合德镇凤凰村仅仅是我县发展农村
特色产业尧强村富民的一个缩影遥 野在强村
富民工作中袁我县坚持发挥村级基层党组
织的战斗堡垒作用袁集聚政策信息尧农村
资源和农业优势条件袁用好用活耶党建+爷
模式袁发展农村强村富民产业袁走出一条
村集体尧 村民多方受益的乡村振兴新路
子遥 冶县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表示遥

支部引领 村集体村民双赢
合德镇凤凰村种植的猕猴桃风风火

火野闯进冶了苏南超市袁更火的是该村野一
引四联双受益冶发展模式院党支部引领袁村
集体或合作社联农户尧联社会资本尧联技
术团队尧联市场袁村集体和村民双双受益遥
除了猕猴桃种植袁凤凰村依托野全国菜篮
子冶基地要要要凤凰现代农业示范园发展葡

萄尧西葫芦尧黄瓜尧莴苣等无公害反季节果
蔬生产遥 为该村集体年增收 200 多万元袁
村民年每亩收益约为 8000多元遥

和凤凰村野一引四联双受益冶发展模
式有异曲同工之妙是洋马镇药材村遥 药材
村以野党支部+合作社+农户冶的产业运行
模式袁 建设了 300 多亩的瓜蒌种植基地遥
同时袁在瓜蒌种植基地内套种土豆袁每亩
瓜蒌收益在 3000 元以上袁 每亩土豆收益
在 2000元以上袁 每亩地每年收益在 9000
元以上遥

野通过这种模式袁村集体占有股份增
加了收入袁村民既有土地流转租金尧分红袁
还可以到种植基地打工挣钱袁实现了多方
共赢遥 冶药材村党总支负责人说袁野村集体
有了收入袁才能更好为村民营造良好的生
活环境尧谋求福利遥 冶

在实施强村富民战略过程中袁村级基
层党组织的引领不可或缺袁更有利于将土
地资源尧农村劳动力尧政策信息等发展要
素进行融合袁推动农业产业化尧规模化尧市
场化运转袁使村集体和村民都受益遥

全县各村级基层党组织使出浑身解
数袁壮大村集体经济袁发展富民产业袁或整
理废弃坑塘搞种植袁 或发包流转土地袁或
组建合作社农业公司袁 或发展农村电商袁
村集体发展强村富民产业的活力得到彻
底释放遥

特色指引 农民奔上致富路
进入 9 月份袁 海通镇芦鱼港居委会

700 亩菊花种植基地内的菊花美丽绽放袁
甚是好看遥 该村党总支负责人指着大片的
菊花告诉记者院野农民以土地入股袁每年每
亩获得 1000 元的土地收益袁 再按照不同
的管理模式袁确定村集体尧村民超额利润
分成比例袁市场尧种子尧技术全由村集体提
供遥 冶

发展菊花等中药材种植袁是依据周边
的地域特点作出的产业结构调整遥 这既能
壮大村集体经济袁又能增加村民收入遥 芦
鱼港居委会野两委冶外出考察论证得出了
结论遥

该居的中药材特色种植产业还辐射
拓展到中尖尧南洋尧沟浜尧射南等村居袁从
而形成规模化种植袁实现村集体和村民双
增收遥

地处射阳河畔的千秋镇沙港村袁借助
靠近阳河湾生态旅游区的区位优势袁发展
占地达 180亩的野荷塘水韵冶项目袁该项目
是由部分水稻田改造而成的袁目前主要种
植荷藕以及在藕塘里套养龙虾遥 该村以
野合作社+农户冶的形式不断做大野荷塘水
韵冶文章袁逐渐发展出民宿尧垂钓尧观光等
旅游业态袁 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观光体
验遥 去年袁该项目为村集体增收 25 万元袁
安置了 100名村民就业遥 据介绍袁该项目
是集体控股袁全民自愿入股袁实现了村集
体和村民共同受益遥

实施乡村振兴袁 发展强村富民产业袁
不搞野一刀切冶袁村野两委冶根据村情尧民情袁

由村集体和村民共同商议确定发展路子袁
强村富民产业在鹤乡大地野遍地开花冶遥
人才支撑 配强班子选好带头人
野守着耶金土地爷袁不能让农民过穷日

子遥 冶县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认为袁乡村振
兴尧强村富民袁关键在于找到点土成野金冶
的人袁 在于强而有力的村级基层党组织袁
在于干事创业的政策环境遥

近年来袁我县以村级班子强尧队伍强尧
群众富尧集体富的野双强双富冶为目标袁实
施了野强村固基冶工程遥 结合村野两委冶换
届袁 坚持政治能力和服务能力相统一袁选
优配好村野两委冶成员遥 在党性强尧作风好
的基础上袁优选愿意为群众服务尧能够带
群众致富的 野能人冶袁 从机关事业单位人
员尧致富能手尧农民合作社负责人尧优秀民
营企业家尧外出务工经商人员中选拔优秀
人才担任村级党组织书记遥

围绕强村富民尧乡村振兴袁我县先后出
台 叶关于进一步加快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
实施意见曳叶村集体经济发展奖励办法曳等
一系列文件袁从资金尧土地尧人才等方面给
予大力支持遥完善农村集体野三资冶管理袁维
护农村社会和谐稳定曰 同时组织村党组织
书记到发达地区进行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专
题培训袁选派强村党组织书记尧弱村党组织
书记双向挂职袁 经济弱村党组织书记到经
济强村挂职任党组织副书记袁 经济强村党
组织书记到经济弱村挂职 野第一书记冶袁结
成帮扶对子袁实现共同发展遥

射阳：“党建 +”激活强村富民“红色力量”
本报记者 杨向东

本报讯渊通讯员 王荣冤年初以来袁黄沙港镇把基
层党建工作与绿色产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巧妙结合袁以
野党建+冶理念谋划和推进农村基层党建工作袁为实现
产业富民提供坚强保障和有力支撑遥

野党建+平台冶遥 该镇通过组建和规范基层党建办
公场所等方式袁定期组织党员培训尧召开会议尧开展活
动袁提升村级平台的活跃度曰通过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
党组织等途径袁为党员群众搭建致富带富平台曰通过健
全服务机制尧完善服务机构尧建立志愿队伍等方式袁引
导村民积极参与新农村建设袁完善便民服务平台遥

野党建+产业冶遥 该镇各村居围绕野一村一品冶袁成立
野田教授冶服务队袁通过野产业+服务队冶模式袁精心发展
富民产业曰开展党员和农户一对一帮扶结对袁通过野产
业+贫困户冶模式袁为贫困户解决发展难题曰围绕海淡
水养殖尧捕捞产业袁打造水产集群党建示范带袁通过野产
业+示范带冶模式袁形成了一带一产业的发展格局遥

野党建+服务冶遥 该镇干部积极开展技术培训袁掌握
农村实用技术袁并定期到所联系村居开展技术服务曰服
务队成员为农户培训授课袁解答农户困惑袁送学下乡曰
承接县直单位干部对服务队成员的专业技能培训和指
导袁参加他们组织的各类培训授课活动遥

黄沙港镇

“党建 +”助推强基富民

本报讯渊通讯员 刘德钊冤近年来袁县人社局强化
党员队伍的学习教育袁着力打造标准化党组织袁强化党
员队伍建设遥

坚持以学为基抓思想遥 该局严格执行野三会一课冶
制度袁深入开展野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冶主题教育曰以常
态化尧制度化学习为契机袁突出政治学习和教育袁坚持
把学党章党规尧 学系列讲话精神作为经常性教育的基
本内容曰以中心组理论学习尧党员大会等为载体袁拟定
全年学习计划袁组织党员读原著尧学原文袁进一步加强
理论武装遥

坚持以新为根抓管理遥 该局创新开展支部党员红
黄榜管理袁按照野月登记尧季上榜尧半年总结尧年终总评冶
的方式袁对党员实行积分管理曰组织开展野实干当先锋冶
主题活动袁通过评选服务先锋尧效能先锋尧执法先锋尧廉
洁先锋尧志愿先锋等方式袁加大优秀党员和先进典型的
培育宣传力度袁使党员干部学有榜样尧行有标杆曰建立
党员月活动常态化机制袁积极开展主题党日活动袁通过
开展重温入党誓词尧党员承诺尧志愿服务等系列活动袁
让每一位党员干部以实际行动践行野两学一做冶遥

坚持以廉为贵抓防控遥 该局以推动基层党组织工
作标准化为着力点袁 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袁 夯实
野两个责任冶袁 层层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袁推行落
实痕迹管理袁 实行常态化警示教育和廉政风险防控承
诺袁切实加强对人事招考尧社保基金尧专项资金管理和
劳动保障监察执法等重要廉政风险点的防控袁 营造风
清气正的工作氛围遥

县人社局

强化党员队伍建设

本报讯渊通讯员 张建忠冤9 月 20 日下午袁海河
镇沙东村党委野学习劳模精神袁争做合格党员冶主题党
日活动在县公路管理站兴桥工区全国劳动模范姚焕
平劳模创新工作室举行袁 来自该村的近 20名党员参
加活动遥

参加主题党日活动的该村党员先后参观了劳模
创新工作室尧国防教育基地尧青少年校外辅导站等现
场袁他们被姚焕平劳模敬业奉献的精神深深感动遥 姚
焕平还向参加该村党员简单介绍了自己退休前后的
工作生活情况遥

沙东村党员在参观工作室后纷纷表示袁通过这次
现场参观学习活动袁让他们学到了姚劳模的主人翁责
任感和艰苦创业精神袁忘我的劳动热情和无私的奉献
精神袁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爱岗敬业精神遥 在今后的工
作生活中袁将以姚焕平同志为榜样袁勤奋工作尧廉洁奉
公袁为海河镇的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
献遥

海河镇沙东村

党员到劳模工作室“充电”

本报讯渊通讯员 张咏晨 许学会冤3 月初以来袁
四明镇开明村利用党员活动日袁为党员干部上好应急
减灾安全课遥

该村加强宣传袁提高党员干部防灾减灾意识遥 印
制尧发放宣传资料袁观看防灾尧减灾影视作品袁采取多
种形式袁宣传突发事件应对法尧防疫法尧防震减灾法尧
防洪法尧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袁形成全方位尧多层
次尧宽领域的防灾减灾法律宣传体系曰播出有关专题
和影视节目袁观看各地活动开展情况尧防灾减灾措施
以及取得的成绩遥

该村组织党员干部观摩开明安置小区开展形式
多样的防灾减灾演练袁通过对公共安全尧突发事件尧应
急救援尧卫生防疫尧自救互救尧转移安置等应急实战观
摩袁提高抗击突发事件的组织能力尧应变能力尧协调能
力和事故发生时的救援能力袁使党员干部预防控制能
力尧预案管理能力尧应急处置能力尧应急保障能力有效
增强遥

同时袁该村还设立野防灾减灾冶领导班子袁制定工
作计划袁全面落实具体要求袁保障应急经费使用曰积极
开展宣传教育尧隐患排查整治尧抢险救援队伍组建尧应
急演练尧物资准备等工作袁绝不搞形式尧走过场遥

四明镇开明村

上好应急安全党课

良好的营商环境具有“洼地效应”，能
使项目、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不断
汇流聚集，形成强大的力量，推动区域经济
快速发展。因此，优化营商环境是一场需要
持之以恒、常抓不懈的战役，要善于发挥党
建引领效应，将工作做细做实，让企业和群
众享受到更优质、更高效、更便利的服务。

强化党建引领在优化营商环境中的
“领跑”作用。党建和优化营商环境两项工
作是相互促进、有机融合的。在推进营商环
境建设中，必须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充分发
挥党建引领优势，紧密结合营商环境建设
实际，研究落实党建工作的各项要求。按照
“多形式、分层次、全覆盖”要求，组织党员
持续、系统、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强化政治建设的统领作
用、思想建设的引领作用、组织建设的基础
作用、作风建设的关键作用、纪律建设的监
督作用、制度建设的保障作用，推进党建和
营商环境优化同频共振。

强化党建引领在优化营商环境中的
“疏通剂”作用。坚持“党员亮身份、服务亮
承诺、工作亮标准、担当亮作为”，增强抓党
建促营商环境的思想和行动自觉，强化参
与营商环境建设的意识，打通联系服务群
众“最后一公里”。公共服务行业部门通过
设立“共产党员岗”“党员示范岗”、成立“党
员先锋队”“志愿者服务队”，解决企业开
办、工程报建等方面难点问题。深入基层开
展调查研究，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建议，找

准营商环境建设中的各种症结，有针对性地疏通关键节
点。将“一把手”营商环境体验作为常态化工作，使亲自走
流程、办业务、找不足成为工作习惯，以重点问题的攻坚突
破带动全局的优化提升。

强化党建引领在优化营商环境中的“实干家”作用。广
泛开展营商环境各节点单位党建共建结对活动，整合政务
服务单位、金融机构、税务单位，组建党建联盟，打破信息
孤岛，建立并联审批信息管理平台，让企业享受一站式综
合服务。党员干部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营商环境，要多下
绣花功夫，从严要求、从严管理，把小细节干出大效应。通
过设置流动红旗岗、评选服务标兵等形式，集中开展“影响
营商环境建设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和“百企评机关”等活
动，引导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比学赶超、竞相发展、
争创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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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现在袁村里田野青翠欲滴袁排排别墅
鳞次栉比袁条条小河碧水长流袁一派欣欣向
荣的美丽乡村景象遥 这一切变化都凝聚着
村党委书记杨木林的汗水和心血遥 冶日前袁
笔者在盘湾镇南沃村采访时袁 村民范如宽
深有感触地说遥

近年来袁 盘湾镇南沃村在该村党委书
记杨木林的带领下袁 坚持新型工业化与农
业现代化野比翼双飞冶袁唱响了科技支撑尧特
色兴村的主旋律遥 该村先后获得国家级生
态村尧全国文明村尧全国妇联基层组织建设
示范村尧江苏省生态文明村尧江苏省电子商
务示范村尧江苏省野水美乡村冶尧盐城市最美
乡村和射阳县新时代文明实践示范村等荣
誉称号遥杨木林也先后被市县表彰为野优秀
人大代表冶野优秀共产党员冶野优秀村居基层
干部冶遥

敬业实干的野老黄牛冶
杨木林自 2017 年 4 月任南沃村党委

书记一职以来袁 充分发挥镇工业园区坐落
在南沃村境内的优势袁坚持走野项目立村尧
以特取胜冶的发展特色工业新路子遥该村抢
抓汽车产业逐步兴起的机遇袁 全力招引汽

车配件项目遥 位于该村的韩资汽配产业园
先后成功落户了韩塑新材料尧 优博特新材
料等一批重大项目遥近年来袁该村累计利用
外资超亿美元袁 使 60﹪的群众实现在家门
口就业袁年均增加工资性收入 3万元遥

今年初袁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袁一
些企业发展陷入了困境袁 对辖区内受困企
业的帮扶备受以杨木林为首的该村党委一
班人的关注遥面对考题袁南沃村党委班子成
员在杨木林的带领下袁 深入企业了解用工
需求及面临的实际困难遥通过企业走访袁他
了解到镇内一些企业面临外省务工人员返
程困难等问题袁就连夜安排车辆前往广州尧
深圳尧浙江尧安徽等地接农民工返镇袁开通
农民工野返岗直通车冶遥

野要不是杨书记帮助公司接回外省的
工人袁我们企业复工不知延迟到何时呢浴 冶
江苏韩塑新材料有限公司负责人感激地
说遥

创业进取的野拓荒牛冶
南沃村是一个以传统粮棉种植业为主

的农业村袁多年来袁该村一直囿于野户户几
亩田袁家家种粮棉冶的传统经营模式袁产量

不稳尧效益低下成了农民增收的瓶颈遥
近年来袁杨木林立足村情实际袁带领村

党委一班人把鼓励扶持农民发展设施高效
农业尧 推动农民稳定增收作为民生实事工
程来抓袁因地制宜袁科学规划袁坚持走高效
农业特色化尧产业化发展之路遥在积极鼓励
农田逐步向种田能手流转的基础上袁 通过
政策扶持尧大户带动的方式袁发展规模高效
农业遥 积极推进农副产品产尧加尧销一体化
经营袁实行野公司+基地+农户冶的经营模
式袁鼓励农民组成生产经营联合体袁先后建
起种养加农业专业合作社 20多家遥 与此同
时袁 该村先后招引兴办苏绿丝绸尧 白龙油
脂尧 如生脱水蔬菜等 5家农副产品加工龙
头企业袁建立和完善了产前尧产中尧产后一
条龙服务体系遥

目前袁该村形成了蚕桑尧脱水蔬菜尧中
药材尧苗木花卉和设施栽培野五大板块冶达
5000亩的高效农业集群遥 全村高效农业亩
平收益较传统种植增收在 2500元以上袁高
的达 5000多元遥

激情奉献的野孺子牛冶
脚上沾有多少泥土袁 心中就有多少真

情遥在南沃村这 4年袁杨木林为老百姓干了
不少实事遥 他充分利用野一全员四托底冶政
策袁 搞好精准帮扶工作袁4年来为 12位因
残尧因病致贫的农户申请了低保袁为 3个低
保户托底建设了住房袁为 2名野两困冶学生
申请了救助袁对 64户建档立卡贫困户进行
节日慰问遥

生命不息袁服务不止遥为更好地服务群
众袁杨木林创新实施野红色代办冶服务机制袁
打通了服务群众的野最后一公里冶遥 4年来袁
南沃村先后新建野交通路冶3公里尧野财政路冶
1.6公里袁公交线路拓宽 4公里曰新建桥梁 3
座尧涵闸 6座尧苏域大型排涝站 1座袁高标
准疏浚河道 1.86公里袁 新建 323座垃圾池
和 160只垃圾箱曰 拆除不达标的畜禽养殖
户 7户袁新增农庄路路灯 1公里袁有效改善
全村生产生活环境遥

漫步在整洁的林荫大道上袁 嗅着扑鼻
的花香曰农闲时袁在农家书屋里看看书尧下
盘棋遥在杨木林的奉献下袁如今的南沃村已
逐步发展成一个经济发展尧诚信文明尧群众
富裕尧尊老爱幼尧邻里和睦的社会主义新农
村遥

林荫道上“三头牛”
要要要 记盘湾镇南沃村党委书记杨木林

本报通讯员 周洪军 陆万里 成麟祥

9月 23日上午袁 射阳太
商村镇银行党支部组织全体
党员在华中工委纪念馆开展
主题党日活动遥 本次活动旨
在加强该行党建工作袁 进一
步提升党支部主题党日活动
质量袁增进团队战斗力尧凝聚
力和团结协作精神遥

彭岭 摄

图淤全体党员献礼新中国成立 71周年遥

图于坚定理想信念袁重温入党誓词遥

图盂参观华中工委纪念馆袁缅怀革命先烈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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