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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的乡村田野一片金黄，粮食种植
户们抢抓晴好天气进行水稻收割作业，确
保稻谷颗粒归仓。

练益华 陆志祥 摄

记者 范进 实习生 周美含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
有人替你负重前行。沙书记就是
带领我们负重前行的领头羊。”江
苏省水利厅原副巡视员戴元峰感
叹，他曾经在东台县水利部门工
作。

干部群众眼中，沙金茂就是
一个“棉花传奇”“致富符号”。他
带领党员干部砥砺奋斗，把中国
共产党人的初心故事写在东台大
地上，写在盐阜农村的减贫脱贫
史中。

一
东台历史上以范公堤为界，

堤东地区濒临黄海，耕地面积占
全县大半，地势比堤西高一米多，
旱时玉米棉花等雨出苗，水稻育
秧无水下种，人畜饮水十分困
难。旱、涝、渍、碱四害肆虐，堤东
地区人民的生产生活极为困难。

1970年东台县委制定了《水
电建设十年规划》，当年冬即实施
了气势恢宏的“三河一路”工程
(梁垛河、安弶河、垦区干河和五
七公路)，10万民工上战场，奋战
37 天完成土方 1248.69 万立方

米，做到了河成、路成、绿化成。
加上“三站一河”工程（安丰、富
安、东台三座电力翻水站和安时
河）的配套建成，大大增强了堤东
地区的抗灾能力，旱时可翻江水
抗灾，涝时可向黄海排放，广袤的
堤东平原成了旱涝保收的良田。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东台历史上
最为宏大、效益最为显著的工程，
至今为老百姓所称道。

“这一年冬天特别冷，最低温
度零下 8摄氏度，给施工带来了
许多困难。然而，广大干群抗严
寒、战风雪，劳动热情很高。”沙金

茂回忆了当年场景，“在战线漫长
的工地上，安装有线广播喇叭达
2300只。工地上到处红旗招展，
人声鼎沸。晚上，万盏灯火似漫
天繁星，闪闪烁烁，十分壮观。”正
值盛年的沙金茂时任县委副书
记，担任“三河一路”工程副总指
挥，在工程的决策和组织实施中，
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发挥
了重要作用。他和机关其他人员
一起，到工地和民工一起劳动，一
起挑担子。而安时河工程及富
安、东台两个电力翻水站建设会
战，(下转第二版)

担 当 为 民 写 大 爱
——共产党员沙金茂的故事（中）

本报讯（记者 周宴）10 月 12
日，盐城市委党校围绕乡村振兴
和美丽乡村建设工作，来时堰镇
开展专题调研。市委副书记潘亚
军参加活动。

秋意渐浓，美丽红庄如诗如
画。当天下午，调研组一行先后
来到田园书吧、吴为山雕塑艺术
文献展厅、供销e站、新型农村社
区等，实地查看美丽乡村建设成
效。随后，调研组一行来到时堰
中心卫生院，仔细查看医院办医
条件。在时堰合金材料产业园，
大家走进屾盛特种合金和伊勉特

工业等生产车间，与企业负责人
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企业运行态
势。在清代水利学家冯道立故居
和五星蒋庄良渚文化遗址，调研
组深入了解我市挖掘历史文脉、
彰显地方人文底蕴的具体举措。
对我市生态环境保护、乡村建设
和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取得的良
好成绩予以充分肯定，

调研组认为此行为下一步撰
写调研报告提供宝贵经验借鉴和
启发，希望我市继续挖掘资源禀
赋，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努力打造
乡村振兴“东台样板”。

盐城市委党校到时堰镇学习调研

本报讯（记者 唐雅）10 月 13
日下午，市选举委员会举行第一
次会议，贯彻落实全市市镇两级
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会议精神，讨
论通过关于换届选举工作的有关
事项。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周
爱东出席会议并讲话。

周爱东要求，市选举委员会
是领导市人大代表换届选举的专
门机构，也是指挥机构，承担着法
律赋予的重要职责。要明确使命
任务，依法履行选举委员会的工
作职责，做到知职责、会负责、真
尽责，高标准高质量地完成好各
项工作任务。要紧扣时序要求，
周密谋划部署，牢牢把握换届选
举关键时间节点，扎实有序开展
好宣传发动、市镇两级人大代表

选举的选区划分和选民登记等工
作。要强化组织领导，压实工作
责任，加强检查指导，严格纪律要
求，高质高效推进人大换届选举
工作，确保圆满完成换届选举任
务。

会议讨论通过了市镇两级人
大换届选举选民登记办法、日程
安排，以及三区、两场和市级机关
选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选
举委员会办公室各组人员及工作
职责。

市选举委员会及办公室全体
成员；各镇人大主席、人大秘书；
经济开发区、高新区、西溪景区分
管负责同志；新曹农场、弶港农场
分管负责同志；市人武部、市委市
级机关工委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市选举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

“生态条子泥 中国样本地”系列报道之二

记者 赵小石 张一峰

10月 11日，举世瞩目的《生物
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
会议（COP15）在云南省昆明市召
开，盐城“以恢复鸟类栖息地为目标
的自然解决方案”入选“生物多样性
100+全球特别推荐案例”。黄海湿
地大美风光、条子泥湿地珍稀鸟类
闪耀大会中国馆主题展区。

盐城案例的核心内容，便是推
广 720 高潮位栖息地成功经验。

“720”，是沿海经济区从渔民手中
收回720亩鱼塘为迁飞候鸟量身定
制的一处栖息场所。今年 6 月 26
日，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区高潮
栖息地管理研讨会在风景如画的条
子泥湿地公园举行，中外生态环境
和鸟类保护专家线上线下评议审定
《720 亩高潮位栖息地管理实施细

则》。湿地公约科技委员会主席、北
京林业大学教授雷光春介绍，这样
的细则在全球范围内少有先例。英
国生态学家、保尔森基金会顾问唐
瑞说，东台为迁徙水鸟修建高潮位
栖息地的做法为全球湿地生态保护
提供了经典案例。央视《新闻联播》
专题报道“在全球沿海区域潮间带
栖息地消失和退化的大背景下，这
里的候鸟种群数量不降反升，成为
自 然 遗 产 生 态 修 复 的‘ 中 国 样
本’”。

时光回溯到两年前，2019 年 7
月 5日，在阿塞拜疆巴库举行的第
43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黄（渤）
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获批入选
《世界遗产名录》。早些年，我市即
持续投入实施大规模退渔还湿，位
于江苏盐城湿地珍禽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实验区内的1.7万亩养殖区率

先完成生态修复任务，回归到黄海
滩涂湿地原生态自然风貌，为苏北
沿海滩涂及更广区域提供了样
板。鸟类“辨”环境、“识”水土。来
自空中的精灵成群结队，驻停条子
泥觅食栖息，因为这里是它们最为
青睐的生态家园。绿树、森林，阳
光洒照，万鸟翔集；蓝天、碧水，清
风拂面，如诗如画……2018 年 10
月，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委
派专家对第一期提名地进行实地
考察，条子泥上万鸟翔集逐浪翱翔
的壮观景象令他们兴奋不已。专
家感慨：“在华东经济发展如此快
的情况下，还有这一方净土，很不
容易。”

条子泥湿地成功列入世界自然
遗产范围，我市抬高标杆，以“世界
的眼光”呵护生态净土，放大世遗效
应，走出了一条“政府+科研+公益

组织”的湿地生态修复模式。在全
省率先编制滨海湿地修复规划，规
划面积约10万亩；与红树林基金会
签署《江苏盐城条子泥公益保护地
项目合作协议》，与北京林业大学共
建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研究
中心东台研究基地，设立勺嘴鹬联
盟秘书处东台工作站，常态化开展
鸟类保护观测研究工作；与复旦大
学合作共建东台复旦湿地保护联合
创新中心，开展湿地保护调查研究，
修复湿地1500多亩；全岸线推进互
花米草整治和湿地修复，恢复条子
泥沿海生物多样性，累计整治面积
达12000亩。湿地研究中心聘请北
林大、复旦、南林大等相关院校专家
担任顾问，开展湿地保护、湿地修
复、鸟类迁徙等专题研究；湿地管理
服务中心组建湿地管理专业队伍，
实现网格化管理。(下转第二版)

破解世界难题 提供“中国样本”

本报讯（记者 许翰文）10 月 13 日上
午，市长商建明主持召开市政府十六届六
十次常务会议，学习《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
意见》，听取2022年城乡居民医保参保扩
面和基金征缴工作情况，研究讨论《东台市
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等议题。

会议指出，深化税收征管改革是党中
央、国务院作出的重要制度安排，是深入推
进“放管服”改革的重要举措，各镇区、各部
门要充分认识改革意义，认真落实改革措
施，有效防范改革风险；要做好政策解读和
宣传引导，营造税收征管改革的良好环
境。城乡居民医保是解决群众“看病难、看
病贵”问题的重大政策措施，是一件惠民利
民的好事实事，要突出工作重点，加快组织
推进，严格督查考核，多渠道、多形式加大
宣传力度，切实做好医保参保扩面和基金
征缴工作。

会议要求，要严格按照《市级政府投资
非盈利性工程项目集中建设管理办法》明
确的职能、操作程序，规范政府投资非盈利
性工程项目的集中建设管理，有效发挥集
中建设管理优势，提高专业化建管水平，切
实提升政府投资项目建设管理质效，实现
投资、建设、监管、使用相分离。要按照“十四五”规划，抓紧谋划来年项
目，优先安排事关地区发展和民生急需的重大战略性项目、重要基础性
项目；要严格落实投资规定，把握节点要求，加快完成前期工作。要坚
持把教育作为百年大计、国之根本，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持续加
大投入、补齐短板，不断优化教育资源，稳步提升教育质量。

会议还就当前重点工作进行部署。要求抓紧对接重要客商、重大项
目，扎实办好招商活动，全力加快项目建设，力争更多大项目、好项目快
签约、早达效。对生态环境问题、违法用地问题，要严格对标对表，认真
整改销号，坚决遏制破坏生态环境和违法用地现象发生。要深化思想认
识，认真接受涉粮问题巡察，对发现的各类问题深入分析原因，精心制
订整改方案，做到即知即改、立行立改。要常态化做好疫情防控、安全
生产等各项工作，切实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市领导潘春舒、王珏、沈阳、孙高明、邓硕出席会议，市领导黄淑华、
陈志文列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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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澄）10 月 11
日，副市长王颜勤走访慰问东台
镇和梁垛镇两名百岁老人，向全
市广大老年人致以节日的问候。

廖荣树今年已100岁高龄，现
住东台镇商业新村小区，1947年
参加革命工作，1948年入党，受到
部队多次嘉奖。王颜勤向老人送
去鲜花和慰问金，叮嘱老人保重
身体、保持好心态，并嘱咐家人细

心照料好他的生活，让老人安享
幸福晚年。

陈三小家住梁垛镇梁垛村，
今年 101 岁。老人一生勤劳善
良，儿女们也很孝顺，所在家庭多
次被评为梁垛镇尊老敬老光荣
户。王颜勤仔细询问老人的身体
状况，了解老人日常饮食起居情
况，叮嘱镇村干部多关心老人，为
老人的健康生活提供必要保障。

市领导走访慰问百岁老人

本报讯（记者 唐雅 通讯员 殷
禹）10月 13日，盐城市政协原主席
计高成等离退休老同志来我市，围
绕“我看建党百年新成就”开展专题
党日实践活动。盐城市政协副主

席、党组副书记潘道津，我市政协党
组书记邱海涛参加活动。

在东期间，计高成一行兴致勃勃
地一路走一路看，实地感受我市经济
社会发展的新成就和新变化。走进

条子泥湿地、弶港镇巴斗村、黄海森
林公园，老同志们身临其境感受海天
一色的靓丽、万鸟翔集的壮美、绿色
长廊的旖旎和林工精神的传承，称赞
东台生态环境优美，人文气息浓厚，

是个宜居宜业宜游的好地方。同时，
对东台的发展思路和做法给予高度
肯定，认为我市积极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扎实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

盐城市政协来东开展专题党日实践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