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野一条大河波浪宽袁风吹稻花香两岸袁我
家就在岸上住袁听惯了艄公的号子袁看惯了
船上的白帆遥 这是美丽的祖国袁是我生长的

地方噎噎冶10月 19日下午袁 临海镇后涧村
四组村民韩立文家 KTV包厢里歌声嘹亮尧
笑声飞扬遥该村党总支野红歌党课冶正在这里
举行遥 6名党员代表嘹亮的歌声回荡在这个

农家小院中袁唱出了心中对共产党最真挚的
情感遥

野今天我和其他党员唱了红歌袁听了党

课袁很开心浴 这次耶红歌党课爷让我更加明白
了自己在今后工作中袁要不忘初心尧牢记使

命袁感恩我们伟大的党和祖国袁发挥好我们
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袁更好地为乡村振

兴作贡献遥 冶该村党员梁华感慨地说遥
为本次野红色党课冶播放音响的立文家

庭农场副场长韩朝干看到如此庄重和热闹

的场面袁情不自禁地一边舞动国旗袁一边与党员们共同唱

起来院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袁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袁共产党辛劳为民族袁共产党他一心救中国遥 他指给了人

民解放的道路袁他领导中国走向光明噎噎冶党员们用雄壮
的歌声抒发了对党由衷的热爱之情遥

野下面袁给大家上一堂党课噎噎冶红歌结束后袁大家一
起认真学习了县委和镇党委相关文件精神遥 随后袁韩朝干

向村党总支递交了早早准备好的入党申请书遥
据该村党总支书记侯春高介绍袁野党员活动日冶是该村

每月正常开展的活动袁 但如何创新形式让活动丰富多彩钥
他们抓住本村农户爱好唱歌以及农户家有 KTV包厢的实
际袁把支部野红歌党课冶上到农户家袁一方面组织党员参观

韩立文家新别墅袁另一方面帮助韩立文的家庭农场协调在
秋收秋播工作中用工难问题袁同时还向其宣传农机安全知

识袁收到了很好的效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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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这一重要论述早已深入人心。近年来，

我镇深入践行“两山”理念，把美丽长荡建设作为贯彻新
发展理念的重要内涵，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捍卫蓝天碧

水，以久久为功的韧劲加大生态保护，努力打造独具魅

力的生态福地，先后荣获“国家级生态镇”“江苏省生态
文明建设示范镇”等称号。

把好产业源头关，在动能转换中走好“绿色路”。我

们始终秉持“既为环境减负，又为生态增值”的发展思

路，全链条打造绿色低碳循环的生态经济体系。镇党委、
政府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关停 3家污染严重、治理无望

的僵尸企业。深化“散乱污”企业专项整治，对排查出的

35家“散乱污”企业，实行“一企一策”，果断关停 12 家、

规范整治23家。与此同时，重点发展高端纺织、机械模
具产业链，打造胜利桥创业园高端纺织专业园区、集镇

新兴产业园、机械模具专业园区。今年新开工圣元纺机、
立礼纺织、玄明船舶、圣泰机械和弘丰纺织等5个项目，

新竣工玄明船舶、捷晶科技、圣泰机械和嘉业纺机等 4

个项目，重点培植升华煤机、三仁机械、晟成链传动等 3
家企业申报“国家高企”，凸显高技术、高产出、低消耗、
低排放的特点，使绿色发展成为长荡高质量发展的鲜明

底色。

培植发展新优势，在生态保护中打好“特色牌”。提

档农业园区功能，按照新修编的长荡镇省级农业园区规

划，今年新发展大棚西瓜生产基地 2个 320 亩，新发展
林下复合种养项目 1个 220 亩；投入 200 多万元实施

沟、路、渠等园区基础设施及亮化工程，核心区规模达

2500 亩。在原“稻鳅、茭鳅、藕鳅”等农业种养项目的基
础上，年内发展稻虾、稻鸭等生态种养模式 2000亩。优

化农业种植结构，今年新增设施农业2000亩，其中设施

渔业 800 亩；新发展农业特色项目 2个，分别为 300 亩

稻鸭复合种养生产基地和 5000 亩优质稻米生产基地；
新发展韭菜种植 1200 亩，全镇韭菜种植面积达 3500

亩；新发展菊花种植 6000 亩，其中高铁沿线林下复种

3500 亩；新发展林下套种冬瓜、南瓜等 4500 亩，辣椒、

药用黄秋葵等订单农业2000 亩。围绕“一村一品”创特
色，持续培育辣椒、黄秋葵、韭菜、菊花、水产养殖等传统

特色产业，确保年内培育蔬菜专业特色村居 4个以上、
生态种养专业特色村居2个以上，新发展农产品深加工

项目 3个以上。大力培育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年内新增

农民专业合作社 2个，新发展家庭农场 5个，年内申报
2个以上绿色三品、3个以上省市级名牌产品，提升附加
产值。严格畜禽禁养区管理，管控农业面源污染，走好绿

色农业发展道路。

打好污染攻坚战，在环境治理中增强“幸福感”。始

终把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作为民生优先领域，再现蓝
天美、展现碧水美、呈现绿地美。强化环境治理投入。今

年新建雨污水管网4.1公里，新建空气自动监测站和国

控水质断面监测站各 1座，镇污水处理厂和畜禽粪污资

源化中心正常运行，长荡居、宏才居、云安、甲侯、胜利
桥、三合等 6个村居农村小型生活污水处理站正在建设

即将竣工，农村“五位一体”环卫设施配套完善，环境面

貌焕然一新。今年以来，累计清理生活垃圾1489吨，清

理河塘沟渠 540 条，疏浚河道土方近 16 万立方米。一
汪汪碧水、一片片绿地呈现眼前，犹如一幅幅浓墨重彩

的美丽画卷。切实提高绿色指数。按照珍贵化、彩色化、
效益化要求，全面推进春季造林绿化工作，今年新建甲

侯村绿美乡村 1个，全镇现有绿美乡村 6个；新建成片

林 850 亩，全镇现有生态林 31200 亩，森林覆盖率达
22%以上。种植草皮护坡36万平方米，四长线改造提升
4公里，完善道路标牌标识 200个。绿化造林为有绿有

爱新长荡建设增添了新亮点。

逐梦碧水蓝天 践行绿色发展
长荡镇党委书记 单伯良

今年以来袁洋马镇在南京农业大学尧中国药科大学尧中国中药材苏北监测站等单位的科技支持和悉心指导
下袁4万多亩野苏菊冶生产基地菊花长势喜人袁实现丰产丰收袁平均亩效益在 4000元以上袁也吸引了万名镇外尧县

外劳动力前来采菊务工袁日工资达到 150元左右遥 图为田头采菊现场遥 冯小雨 刘秀梅 摄

本报讯渊记者 羊宁冤10月 20日上午袁我县在县行政中心二楼东

会议室设立分会场袁集中收视市危险化学品安全专项整治暨综合治理

推进会遥 县委常委尧常务副县长田国举出席射阳分会场会议并讲话遥
会议要求袁进一步强化组织协调尧监督检查和问题整改的措施袁不

断提高工作的针对性尧有效性袁推动安全生产工作在抓实抓细尧堵漏

洞尧见成效上取得新的进步曰结合本地区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实际情

况袁切实制定安全专项整治方案袁进一步明晰负有危险化学品安全监

管职责部门的安全生产职责袁筑牢安全生产防线曰强化落实企业安全

生产主体责任的措施袁加强重大危险源管控袁有效预防各类危险化学
品事故的发生遥

就贯彻落实市会精神袁田国举要求袁全县各相关单位要高度重视

危险化学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袁强化企业主体责任袁筑牢危化品从业
人员安全操作和工艺技术改造野两道防线冶曰要强化属地尧部门监管责

任袁不断提升监管水平和能力袁共同筑牢危化品行业安全生产责任网袁
推动全县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遥

我县收视市危险化学品安全
专项整治暨综合治理推进会

本报讯渊记者 吴炘恒冤10月 20日下午袁 亭湖区区委常委尧宣传
部长徐曼率队来我县调研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工作遥 县委常委尧宣传

部长徐旭东陪同遥
徐曼一行通过听取情况介绍和实地参观考察等形式袁深入了解我

县融媒体中心指挥中心尧报刊编辑部尧演播室尧采访中心等区域建设情

况袁并就统一采访尧统一编辑袁以及统一在电视尧广播尧网站尧纸质刊物尧
新媒体等终端播刊的具体运作情况进行了深入交流遥徐曼对我县融媒

体中心建设与发展工作取得的成绩表示赞赏袁表示要将此次考察中获
得的好经验尧好做法运用到亭湖区融媒体中心建设中去遥 同时希望今

后与我县继续深入开展交流活动袁相互学习借鉴袁互相促进袁拓展工作
思路袁取长补短袁共同推进融媒体发展遥

近年来袁我县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野要扎实抓好县级融媒

体中心建设冶的要求袁着眼更好地引导群众尧服务群众的工作目标袁通
过整合资源袁精准施策袁联动推进融媒体中心建设遥目前已在全省首批

成立县级融媒体中心并建成指挥中心技术平台袁探索实现野一次采集尧
多次生成尧多元发布尧融合传播冶袁打造全媒体矩阵袁拓展野媒体+服务冶袁
舆论引导和综合服务更加高效袁服务基层取得显著成效遥

亭湖区领导来射调研
融媒体中心建设工作

本报讯渊记者 卢杨冤10月 20日上午袁市关工委主任陆树臻一行

来我县调研关心下一代工作开展情况遥 县委常委尧组织部长尹胤祥陪
同调研遥

陆树臻一行先后实地察看了海河镇条海村校外辅导站和兴桥镇
姚焕平劳模工作室袁详细了解我县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尧关爱帮扶弱

势青少年群体尧五老队伍建设等工作开展情况遥 在听取我县关心下一
代工作有关情况汇报后袁陆树臻对我县创新性开展关心下一代工作取
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袁希望我县充分发挥典型示范作用袁整合各类

社会资源袁精细化开展校外辅导活动曰进一步加大对留守儿童尧青少年
弱势群体的关爱帮扶力度袁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公益活动袁打造射阳

特色活动品牌袁为县委尧县政府解忧袁为青少年解难袁不断提高关心下

一代工作水平和能力遥

市关工委来射调研关心下一代工作

本报讯渊记者 施鸿豪冤为加快推进代表议案办理和民生实事项

目实施到位袁10月 20日上午袁 我县组织人大代表视察县城黑臭水体

整治工作遥 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戴淦尧副县长付阳参加视察活动遥
戴淦在察看相关现场后指出袁 黑臭水体整治工作是一项重要的

民生工程袁各级各有关部门思想上要高度重视袁全力推进黑臭水体整

治工作有序开展遥 要坚持系统治理袁牢固树立野一盘棋野的系统治水思
想袁注重因地制宜尧因河施策袁着力改善城市人居环境袁达到水清尧河畅
的效果遥要注重野管治结合冶袁建立健全长效管理机制袁成立专业整治队

伍袁做好河道内及周边环境卫生清理和日常管理等工作袁确保达到标

本兼治尧长治久清的效果遥
近年来袁我县按照野一河一策尧逐条推进冶的指导方针袁启动县城黑

臭水体治理行动计划袁对整治计划中的县城重点黑臭河道开展驳岸绿

化尧建栏围堰尧机械化清淤尧河岸清理尧违章建筑拆除尧桥洞清杂以及配

套新建补水泵站等一系列工程建设袁黑臭河道水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取

得了阶段性成果遥
视察组一行先后察看了纪元路污水管网修复工程尧战备河尧北一

中沟尧庆南干沟尧北二中沟尧北三中沟等现场袁视察了黑臭水体整治尧雨

污管网铺设尧河道清理等工作开展情况袁对县城黑臭水体治理工作给
予充分肯定遥

县人大视察县城黑臭水体整治工作

本报讯渊记者 羊宁 通讯员 张珍妮冤10月 20日下午袁县委第

四巡察组巡察县委宣传部工作动员会在华中工委纪念馆会议室召开遥
会议指出袁巡察是压实两个责任尧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

的重要抓手袁是加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尧厚植党的执政基础的有效途

径遥 巡察组在部署安排巡察工作时强调袁要把握大势尧站位全局袁深刻

领会巡察工作重大意义曰要明确定位尧把握重点袁扎实推动巡察工作取

得实效曰要提升责任意识尧强化政治担当袁全力推动巡察工作有序开
展遥会议还通报了巡察任务尧工作方式和时间安排等事项和要求袁并要

求被巡察单位党组织要切实增强责任感尧使命感袁积极支持配合巡察

工作袁如实反映情况袁畅通信访渠道遥 领导班子成员要率先示范袁带头
查找自身问题袁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袁确保县委交办的巡察任务

顺利完成遥
县委宣传部表示将提高政治站位尧树立大局意识袁积极配合衔接

巡察组开展工作袁主动认领巡察组提出的意见建议袁抓好问题整改到
位袁始终保持昂扬的精神状态尧扎实的工作作风袁以抓铁有痕的韧劲持

续推动各项工作袁保证县委县政府部署的各项工作任务质量与成效双

提升遥
会上袁 县委宣传部各条线对领导班子及其个人进行民主测评袁并

接受问卷调查遥

县委第四巡察组巡察
县委宣传部工作动员会召开

为充分听取群众和社会各界意见建议袁 进一步

提高县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科学化尧民主化水平袁确
保民生实事更加顺应民意尧反映民情尧贴近民需袁现

面向社会公开征集 2021年县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遥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院

一尧征集时间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袁 至 2020年 10月 26日

止遥
二尧征集内容

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提出建议项目袁 主要包括
教育供给尧医疗卫生尧就业富民尧住房保障尧文体建

设尧社会保障尧公共交通尧市政公用尧生态环境尧便民

设施尧政务服务尧社会服务尧公共安全等重点领域遥
三尧征集原则

1尧总体受益原则遥 建议项目应具有较强的代表

性和广泛的受益面袁着重解决群众关注度高尧社会覆
盖面广尧民生关联度大的问题袁能够反映大多数群众

的需求和意愿袁项目实施能让大多数群众看得见尧摸

得着尧易感知尧得实惠遥

2尧量力而行原则遥 建议项目应切合我县发展实

际袁具有较高的成熟度尧可行性尧可操作性袁集中财力

办大事袁把有限的财力和资源优先用在改善民生上遥
3尧补齐短板原则遥 建议项目应以人民群众最关

心尧 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切入点袁 聚焦重点领

域尧重点对象尧重点方面袁解决突出民生问题尧补齐民

生领域短板遥
四尧征集方式

欢迎广大市民及社会各界踊跃参与 2021年县
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征集活动遥 可通过信件尧传真尧
电子邮件等多种方式提出意见和建议袁 所提建议中

需写明项目名称尧实施内容尧实施理由等遥
邮寄地址院 射阳县幸福大道 8 号县行政中心

322室

咨询电话院0515-89290322袁82377058渊传真冤
电子信箱院fgw0420@163.com

射阳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射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 10月 19日

2021 年县政府为民
办实事项目征集公告

江苏五环印染有限公司经纬编面料及高端印

染技术改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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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五环印染有限公司经纬编面料及高端印

染技术改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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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海镇
盐城市纺织染整产业园园区路北侧进行查阅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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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19/

009_2fa6426e-c532-42a7-802d-4f71140fa7d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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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8476701@qq.com冤 或通过邮寄信函 渊联系地

址院射阳县临海镇盐城市纺织染整产业园园区路北

侧袁联系人院季总袁联系电话院137701832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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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9日至 10月 30日遥
江苏五环印染有限公司

2020年 10月 19日

江苏五环印染有限公司经纬编面料及高端印染
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江苏科力达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年产 50万套

汽车密封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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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科力达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年产 50万套

汽车密封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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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

需查阅纸质报告书的公众需到江苏射阳经济

开发区高新路 88号进行查阅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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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813/

009_4e31bda9 -3841 -4d4a -9998 -1af1ede0d6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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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3522604@qq.com冤 或通过邮寄信函 渊联系地
址院江苏射阳经济开发区高新路 88号袁联系人院杨
总袁联系电话院139620640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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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为 2020年 10

月 19日至 10月 30日遥

江苏科力达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2020年 10月 19日

江苏科力达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年产 50万套
汽车密封件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