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 14日袁射阳电信分公司组织办公室支部全体党员到盐城市红色教育基地尧合德镇发鸿红色文化传
习所开展实境党课教育活动遥 图为实境党课现场遥 陈允标 摄

野您好袁我们是社区的志
愿者浴冶野您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可以告诉我们浴冶日前袁海通镇
芦鱼港社区三组村民徐兆龙
家中来了一群特殊的客人袁他
们身着红马甲袁手提爱心用品袁并自发为他家打扫起门前卫生遥 他们
便是该社区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们遥
徐兆龙是一名残疾人袁因为身体不好袁家庭情况堪忧遥 走访中袁志

愿者们详细了解他的身体状况尧起居饮食尧家庭成员等情况袁勉励徐兆
龙一家要积极乐观面对生活袁注意身体健康袁叮嘱他家若有困难可及
时向社区反映袁相关部门和村干部一定会想方设法帮助解决遥

据现场志愿者介绍袁为弘扬野奉献尧友爱尧互助尧进步冶的志愿服务
理念袁充分发挥社区志愿者在助残工作中的积极作用袁近日袁海通镇
芦鱼港社区开展了野关心帮助残疾人窑暖心服务送到家冶等一系列新
时代文明实践活动袁 用实际行动给予残疾人及残疾人家庭帮助和关
怀遥 活动中袁村组干部和志愿者们到残疾人家中开展各类帮扶活动袁
尽己所能帮助他们袁使他们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遥 野下一步袁我们将
更加关心重视和支持残疾人工作袁引导志愿服务队入组入户入网格袁
结合党员联户开展针对贫困残疾人家庭的帮扶工作袁 切实帮助他们
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实际困难遥 冶社区相关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遥

暖心服务送到家
本报通讯员 李旭莉 李磊 记者 周蓉蓉

位于新坍镇的瑞江特种纱线有限公司袁生产的粗纱尧双股线等产品主要销往
日韩尧欧美国家遥 截至目前袁公司已实现开票销售 1000多万元遥 图为车间忙碌的
场景遥 盛诚 蒋雯杰 摄

圆
走鹤乡

星期二 20圆园年 10月 圆园
编辑院李文华 组版院刘雪云
Email院zonghe566@员圆远.com 电话院远怨怨远远900

本报讯渊记者 张学法冤日前袁我县土壤改良尧土壤
污染防治等工作受到省领导肯定遥多年来袁我县将野守护
土壤袁提升地力冶作为农业持续发展和县城经济发展的
根本袁坚持土壤治理和改良袁提升了耕地质量袁催生了优
势特色农业袁水稻生产和中药材种植已成为重要富民产
业遥
土壤治理和改良袁降盐是关键遥近几年来袁我县通过

筑海堤尧建闸站袁挡潮御卤袁疏河道尧兴圩区袁洗盐排涝袁
平整地尧挖墒沟袁水旱轮作等举措袁土壤中盐分由滩涂盐
土 4.650g/kg降低为耕地 0.65g/kg遥同时袁大力实施河道
轮浚和圩区联圩工程袁控制内河水位袁有效防止地下水
位抬升和土壤返碱返渍发生遥 实现降盐目标之后袁将培
肥作为重中之重袁包括推行种绿肥尧堆积肥袁并实施轮间
套尧精耕作袁实现用养结合遥 实施秸秆还田袁全县稻麦类
秸秆机械化还田率达 95%以上遥 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
术袁按照土壤指标数据袁针对水稻尧小麦大宗农作物袁实
行按需配肥尧精准施肥遥 作为全国首批畜禽无害化处理

试点县袁我县建立了 13个畜禽无害化集中处理中心袁将
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延伸到每个养殖户袁生产的有机肥
和沼液全部还田遥

我县以一镇一园为载体袁设立废旧农膜回收集中点
10个袁农膜回收率达 98%袁建立 1个县级和 4个镇级农
药包装物集中回收处置点袁推广使用农作物病虫害绿色
防控尧高效低残留农药和生物农药袁推行测土配方肥尧有
机肥和绿肥种植袁推动化肥减量使用遥 建立 229个耕地
质量等级监测点和 70个重金属例行监测点袁 每年定期
监测土样和农产品袁及时把握土壤理化性状和农产品质
量指标遥

土壤理化性状指标得到了优化袁 为现代农业发展尧
绿色品牌创建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遥全县耕地质量等
级由 2015年 6.23上升到 2019年的 5.82袁适宜种植以水
稻尧小麦为主的大宗粮食作物袁适宜栽培以蔬菜尧中药
材尧果树尧蚕桑为主的特色经济作物遥

我县现有水稻种植面积 100万亩袁 总产量达 60万

吨曰现有稻米加工企业 66家袁其中国家级农业龙头企业
2家袁仓储量近 200 万吨袁形成了统一收购尧统一烘干尧
统一加工尧统一销售模式袁以及从种植尧加工尧研发到销
售的全产业链条遥 全县中药材种植面积 7.5万亩左右袁
其中菊花 4.5万亩袁菊花产销量占全国市场的 70%遥建成
全国最大的药用菊花生产基地尧国家中药材标准化生产
基地尧国家级白菊花标准化示范区和现代中药资源动态
信息监测中心袁 拥有全国唯一白菊花标准化生产示范
区袁菊花产业成为江苏省苏北星火产业带支柱产业遥

全县拥有国家绿色食品标准化原料基地 37万亩尧
省级农作物病虫绿色防控示范区 11个尧 绿色优质农产
品基地 4个袁拥有绿色产品 20个尧有机农产品 12个袁建
成省级野菜篮子冶基地 2个尧省级蔬菜园艺作物标准园 2
个遥 全县拥有规模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240多家袁其中
国家级 2家尧省级 14家遥射阳大米尧洋马菊花尧海河西葫
芦获国家地理标志商标和区域公用品牌遥

我县改良土壤催生盐碱地“生机”
本报讯渊通讯员 王荣冤日前袁黄沙港镇纪委编印叶黄沙港镇党风

廉政建设工作手册曳袁发放到全体机关党员干部和各村居干部手中遥
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手册中既有 叶黄沙港镇党委落实党风廉政建

设主体责任情况曳叶黄沙港镇纪委落实党风廉政建设监督责任情况曳
等与党风廉政建设相关的材料袁也有该镇党委印发的叶黄沙港镇党员
干部廉洁自律十项规定曳叶黄沙港镇机关事务管理制度曳叶村级财务管
理制度曳等规定制度遥手册设计小巧袁便于随时携带和学习遥该手册的
印发袁不仅让廉洁自律尧厉行节约的工作作风在农村基层党员干部中
得到充分宣传和贯彻学习袁 同时更方便广大群众对照条文对党员干
部加强权力运行的监督和约束袁 有效促进全镇党员干部改进工作作
风尧密切联系群众尧严格廉洁自律遥

黄沙港镇

给党员干部送“廉书”

时入深秋袁 天气渐凉遥 可合德镇大街小巷的
野创文冶热情却没有降温遥 10月 17日下午袁记者来
到交通路社区的德发路上袁 目光所及都是辛勤忙
碌的身影院社区保洁人员尧志愿者尧居民们正活跃
在社区的主次干道尧大街小巷袁打扫卫生尧清理绿
化带杂草袁社区面貌焕然一新遥

野社区自耶创文爷活动开展以来袁坚持宣传与实
干相结合袁大力宣传耶创文爷重要性并积极组织人
员开展耶创文爷工作袁不断增强居民的文明卫生意
识和参与意识遥冶正在辖区小道上对日常保洁工作
进行督查的社区党总支书记刘宏霞告诉记者袁野我

们对辖区内的无物业管理小区尧 后街背巷进行彻
底整治遥 目前袁 辖区内环境卫生问题基本整治到
位袁现处于常态化保洁阶段遥 冶

该社区野创文冶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袁赢得居
民好评袁大家纷纷参与到野创文冶行列遥家住庆南小
区的居民王德海袁是一位退休在家的老人袁常年积
极参加社区活动遥 他便主动联系社区袁加入到野创
文冶工作中来遥 野其实袁并不是穿上红马甲尧戴上红
帽子就是志愿者遥冶代表许多市民的心声的王德海
说道袁野耶创文爷离不开你我他袁每个居民都应该是
耶创文爷志愿者袁如果真正做到这一点袁我们城市的
文明程度会得到极大提升遥 冶

野耶创文爷不仅是党政机关的工作袁同样也是关
系百姓生活的一件大实事袁 只有县城环境干净卫
生袁 才能让居民拥有更好的生活环境和健康的身
体遥 我们希望广大市民积极参与到耶创文爷工作中
来袁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作出应有的贡献遥 冶刘宏
霞诚恳地向居民发出呼吁遥

社区“创文”正酣
本报通讯员 薛丹枫 记者 杨向东

今年 10月 17日是第 7个野国家扶贫日冶遥 当日上午袁县扶贫
办联合县农业农村局尧教育局尧民政局等单位在太阳城步行街中
心广场举行野国家扶贫日冶现场宣传活动袁展示扶贫成果袁引导社
会各界关注贫困问题袁了解扶贫政策袁关心扶贫工作遥

活动现场袁县教育局工作人员为市民讲解政策遥野根据您提供
的材料袁您家这种情况符合教育扶贫政策袁您的孩子考入大学袁可
以申请耶助学扶贫爷补助袁祝您孩子学业有成遥冶野太感谢了袁我马上
就带着材料去申请遥 冶

县扶贫办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院野近年来袁在县委尧县政府的
坚强领导下袁我县脱贫攻坚工作取得明显成效遥 今年是脱贫攻坚
战决胜之年袁我们通过政策宣传尧实地帮扶等袁让所有贫困人口一
个不少地精准脱贫尧一户不落地步入小康遥 冶

野今天参加活动袁我仔细看了展板和宣传材料袁非常感动遥 一
串串数字尧一幅幅图片袁是耶脱贫攻坚战爷最真实的记录袁我们作为
年轻一代袁更要勇挑重担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袁创造幸福生活遥冶参
加活动的市民徐进宇说遥

市民孙秀华是四明镇的一个低收入农户袁当地政府为她在菌
菇生产企业找了一份工作袁每个月能有 2500块钱的收入袁现如今
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遥 参加扶贫日活动袁她深有感触地说院野以前
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袁靠着几亩地袁日子过得很拮据袁后来镇政府
给我安排了工作袁还帮我解决了一些实际困难袁我也重新树立了
生活信心袁听党话尧跟党走袁小康路越走越宽广遥 冶

脱贫攻坚在行动
本报记者 盛诚 通讯员 吉宗艳

10月 16日下午袁在临海镇苇荡小学大门口袁聚集着十几个等
候学生放学的学生家长袁大家七嘴八舌地拉起家常遥

野大家让一让浴 冶这时一辆装着满满一车何首乌的电动三轮车
从大家面前经过袁车主吆喝着让大家让道遥
该镇六垛居委会三组居民张长海说院野乖乖袁这是哪家的钥满满

一车何首乌袁恐怕有千把斤吧钥 冶
野呵呵袁 有的人家收成比这还好袁 你问一下李龙富家收了多

少钥 冶该居三组居民吴梅说遥
跨坐在电瓶车上的陈娟追问了一句院野龙富叔袁 你家比这还

多钥 冶
野龙富袁你今年收了多少斤何首乌钥 冶居民们都把话题和目光转

移到李龙富身上遥
李龙富笑着说院野我家今年收成不算多袁 晒干只有 1300多斤袁

多的你们还不知道袁你们问一问王达成家吧浴 冶
野还有比你家多的钥 今年夏季雨水多袁 你们是怎样做好管理

的钥 冶
野达成袁你家比龙富家收成还好钥 怎样管理的钥 说说看噎噎冶
王达成笑着说院野李龙富谦虚了袁 我只不过比他家多收了三二

百斤而已遥 冶
李龙富接过话茬院野达成家今年收了 1600多斤何首乌干袁比我

家多 300多斤袁卖了将近 4万块钱遥 冶
王达成高兴地说院野今年夏季雨水多袁我经常清沟排水袁防治积

涝减产遥同时在五六月开花前每亩施饼肥 50公斤袁促进块茎生长袁
提高产量遥 冶
李龙富笑着说院野这就是他家今年何首乌丰收的主要原因袁我

劝大家向他家学一学遥 冶
野好袁记住了遥夏季经常清沟排水袁五六月开花前每亩施饼肥 50

公斤噎噎冶

七嘴八舌话丰收
本报通讯员 陈洪飞 记者 周蓉蓉

10年前袁学机电专业的施文虎怎么
也没想到袁考入水利系统工作袁干的竟是
风马牛不相及的水政监察遥 10年来袁他
没有随波逐浪混日子袁 而是不负韶华从
头学起进角色袁 如今的他成了我县水利
系统优秀的野水政兵冶遥

不懈学习野转冶内行
作为一名工科生袁 施文虎刚开始接

触行政执法时袁两眼一抹黑袁听不懂尧说
不清遥不懂就学遥为尽快进入角色袁倔强
的施文虎暗下决心袁 抓住一切可利用的
业余时间袁 从头系统学起 叶水法曳叶防洪
法曳叶水土保持法曳袁以及叶水污染防治条
例曳叶水利工程管理条例曳 等法律法规和
条例袁并注重学以致用遥凭着这一股不服
输的韧劲袁施文虎从案件卷宗整理员尧记
录员尧调查员尧主办人员袁一步步成长为
合格的水政监察员遥

好事多磨袁跌倒爬起遥 2016年袁施文
虎被指派代表盐城市水利局参加全省水
行政执法技能大赛遥由于初次参赛袁在最
后一轮抢答赛中袁 因他过于紧张导致简
单题回答超时被扣分袁 最终团队仅获得
第二名成绩袁施文对此十分自责遥事过两
年袁又一届技能大赛如期举行袁早就憋足
劲的施文虎主动报名参战遥然而袁不巧的
是当时恰逢全县河湖野三乱冶整治关键时
期遥为了保证工作参赛野两不误冶袁他跟市
局带队领导协商封闭集训不参加袁 但保
证按序时完成学习任务遥就这样袁施文虎
坚持白天处理日常事务袁 晚上备战行政
执法竞赛遥 2018年 12月袁总决赛在苏州
举行袁施文虎超常发挥袁连连得分袁所代
表的盐城代表队一路领先袁 提前一轮夺

得期盼已久的冠军遥
面对疑难野寻冶良策

盐城河道网箱多袁过半数字在射阳遥 历史上袁地处流域
河道末端袁境内河宽滩阔水缓的独特资源优势袁成就了全县
河道网箱养殖业的发展遥 然而袁随着养殖户无节制地扩张袁
县尧镇政府也曾明令禁止袁甚至采取过措施进行整治袁但不
久又死灰复燃袁导致河道大面积被占袁行水不畅袁漂浮物聚
集袁水质变差遥 2018年初冬袁县委尧县政府决定开展以清理
网箱尧罾簖为重点的河湖野三乱冶整治行动袁需要水政执法队
冲锋在前遥如何才能巩固清理成果钥针对养殖户极端抵制整
治尧组织集访及行政执法周期长等问题袁施文虎提出应对措
施院

要要要精准摸底遥在前期镇区调查摸底的基础上袁再次精
准摸排养殖户基本情况袁形成谈话笔录袁确保全县网箱养殖
底数清楚遥

要要要造浓氛围遥通过报纸尧电视尧网络尧微信公众号等平
台袁广泛宣传野三乱冶整治的重要性尧必要性及相关法律法
规袁逐户发放叶清障催告书曳叶野三乱冶整治通告曳遥

要要要联合执法遥采取县镇联动尧部门协同尧严格执法袁表
彰野响应户冶尧主攻野钉子户冶袁一视同仁袁不留隐患袁全面推进
河湖野三乱冶专项整治工作遥 在各方携手努力下袁全县仅用
56天时间就将 20324 只网箱尧785 只鱼簖尧36 樘鱼罾全部
拆除到位遥

行政野冲冶在前
野既然承担着这份工作袁就要尽心竭力负责遥冶这是施文

虎发自内心的话语遥
2014年盛夏袁 有人举报县城一学校擅自开凿地下水

井遥主办此案赶到现场的他袁发现负责后勤的校领导竟是他
当年的班主任遥 老师说袁学校其实也不想凿井袁可全校师生
近 5000人袁用水高峰水压太低根本不够用遥 施文虎当即向
老师表明态度袁此事理通法不通袁有问题可想办法解决遥 在
他奔波努力之下袁县水务公司对学校供水管网进行改造袁帮
助学校解决了水压不足问题袁所凿之井也及时被封填遥

三年前袁 建湖县上冈镇曹跃霞为给身患绝症的丈夫治
病欠下外债近 20万元遥 丈夫去世不久袁女儿又患上难以治
愈的红斑狼疮遥 外债要还袁女儿的病得治袁曹跃霞为尽快挣
钱还债和给女儿治病袁在射阳亲戚帮助下袁来到合德镇境内
运棉河堆堤上袁先后贷款近 20万元袁利用宽阔河坎及水面
搞起大规模的鸭鹅养殖遥 就在曹跃霞一家将未来生活的希
望押在规模水禽养殖上时袁射阳境内河道野两违冶整治全面
展开遥 一家人不知所措袁曹跃霞更是欲哭无泪袁因为她懂得
政府搞整治是为了让水更清尧岸更绿袁自家作为外来占用户
没有理由拒迁袁可若真的关了这水禽养殖场袁往后一家人的
日子怎么过钥 野你们也不要担心袁只要不在河坎水边上养殖
让水禽污染河流袁 若是搬迁到林地或荒废地上搞圈养是允
许的遥 冶登门做宣传动员的施文虎提出解决办法遥他向局领
导反映该户特殊情况袁 在系统内为其发动捐款 32550元遥
野人家施水政如此关照体谅我家这外来养殖户袁我们也不能
拖人家工作的后腿遥冶曹跃霞即刻着手出售成鹅尧搬迁幼鹅袁
离开河坎堆堤袁清除原有养殖棚舍遥

10年来袁施文虎从一个行政执法野门外汉冶袁发展成今
日的执法能手袁向组织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袁先后多次被
市县主管部门表彰为野优秀共产党员冶野优秀水政监察员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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