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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热线：80865301

时间：10 月
25日16点

地点：盐垣
社区宾东新村

现象：楼道
间私拉飞线现象
严重。

时间：10 月
25日15点58分

地点：盐垣
社区宾东新村

现象：楼梯
口多辆电瓶车
聚集停放在电
表箱旁，存在安
全隐患。

文明城市你抹黑你抹黑

11月 6日 6:30-12:00 为
了南通如东开关租赁工程施
工，需计划停电。10kV苴凤线
82号杆戴舍村3号分段开关至
10kV苴凤线 96号杆戴舍村 2
号分段开关至 10kV 凤阳村
4109/4279联络开关线路段停
电检修。

11月6日13:30-18:30 为
了南通如东开关租赁工程施工，
需计划停电。10kV掘甸线 31
号杆野营桥分段开关至 10kV

野营村 4016/451C 联络开关
线路段停电检修。

11月7日6:30-11:45 为
了南通如东开关租赁工程施工，
需计划停电。10kV长东线2号
杆长沙花部分段开关至10kV兴
港村 4093/4097 联络开关至
10kV港城村4094/4097联络开
关至10kV临海公4097/4542联
络开关线路段停电检修。

如东供电公司
2021年10月20日

计 划 检 修 停 电 通 知
(20211006b)

时间：10 月
25日16点05分

地点：盐垣
社区宾东新村

现象：楼梯
间堆放私人杂物
影响楼道整洁。

时间：10 月
26日13点20分

地点：县城
朝阳路

现象：居民
在人行道上圈地
晒粮，不仅影响
行人通行，也存
在安全隐患。

（全媒体记者 摄）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洪
绍敏 徐悦箫） 26日上午，县妇
联携手县阅读者协会、掘港街
道盐垣社区、宾东村开展“学习
强国”党史学习活动，这次活动
是市妇联 2021 年妇女儿童家
庭公益项目内容之一。

这次活动以“‘学习’百年
党史 争做‘强国’先锋”为主

题。活动中，巾帼志愿者与党
员们一同学习党史，通过研讨
《七十二载奋进路 砥砺前行
谱华章》一文，探索党艰苦奋
斗、百年砥砺前行的精神。活
动现场，党员们还踊跃参与党
史知识接力赛，进一步激发了
社区党员参与“学习强国”学
习的热情。

县妇联组织开展
党史学习专题活动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吴慧 单佳
凯 李长华）秋风凉，蟹脚痒。眼下正
是稻香蟹肥丰收的季节，这几天，螃蟹
养殖户郁美华的脸上洋溢着喜悦，今年
他养殖的螃蟹又迎来了丰收季。

见到郁美华时，他正撑着竹筏载
着工人，给螃蟹喂食。工人在他的指
挥下拿起水瓢从蛇皮袋里抄起满满
的小海鱼，手臂一挥，水面便泛起了

一层涟漪。而在水下，一只只丰厚肥
美的螃蟹举着大钳子，快速地移动
着。另一边的工人则小心翼翼地把
爬满螃蟹的笼网从池塘边提上岸。

“今年亩产超过 100公斤，每亩收入也
有八九千元，真是个丰收年！”郁美华
喜滋滋地说。

今年 56岁的郁美华养殖螃蟹已经
有 30年了，26岁时他认为这是个赚钱

的行当，就毅然投身了这一
行。当时他把丈母娘家的
10 多亩地开挖成池塘，因
为那时候全县都没有专门
培育蟹苗的人，他只能从兵
房、刘埠等地凑了 100多公
斤蟹苗，投放到池子里。第
一年螃蟹长势很好，眼看着
就要变现了，却被人偷了
50 多公斤，一下子损失了
五六千元。“当时心里打起
了退堂鼓，但是转念一想，
既然做了，就不能半途而
废。”多年后的郁美华很庆
幸自己当年的坚持，也因此
得以不断扩大规模，逐渐发
展壮大。

现在郁美华在曹埠镇
甜水村和掘港街道余荡村都有螃蟹
养殖场，水面总面积达到 80多亩。多
年的经验积累使他成为了业内有名
的养殖专家。据他介绍，在螃蟹养殖
中，为保证螃蟹的口感和品质，他一
直坚持生态养殖，并在蟹池里种了水
草，这样既保证了水质，水草也给螃
蟹提供了可口的饵料。与此同时，他
还给蟹塘投放螺蛳、小海鱼、玉米和

南瓜等，为螃蟹喂食，像现在的成蟹
一天就要消耗 1000多元的饵料。

此外，郁美华在养殖密度上控制
严格。一般养殖户每亩会投放 1400
头蟹苗，而他只投放 1200 头。因此，
螃蟹的生长也格外好，最大的公蟹接
近 7 两，母蟹也有半斤。抓起一只母
蟹，郁美华迫不及待地向记者展示，

“你看这只螃蟹肚皮已经很厚了，把
肚皮扒开来看，里面都是红的。这只
螃蟹肉质比较饱满，在市场上属于精
品蟹。”

优质的螃蟹也要有好销路。过去，
郁美华都是通过贩子上门收或者自己
送去批发市场的方式来销售，但在他90
后的儿子郁海军看来，这种销售模式过
于守旧，必须开拓新的市场。为此，他
请人制作了螃蟹销售宣传海报，发动朋
友在微信朋友圈转发，因此也带来了不
少客源。同时，他还专门找了一些网络
红人，请他们通过网络直播销售螃蟹，
让螃蟹更好地走向市场，预计今年网络
销售占比将超过四成。“网上销售让我
们直面消费者，没有中间商赚取差价，
我们赚的也多了，顾客购买也更便宜
了，实现了双赢，以后还要在这个方面
继续探索。”郁海军说。

金秋十月 螃蟹丰收

10 月 26 日是我县第 31 届“环卫工人
节”，当天，县城管局组织如东天恒环境服
务有限公司举办了庆祝仪式，12名环卫工
人被评为“最美环卫工”。如东天恒环境
服务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还走上街头，为
坚守在一线的环卫工人们送上了玫瑰花
和节日的祝福。

全媒体记者 洪绍敏 徐悦箫 摄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吴
莎莎 杨丹） 26日中午，县文明
办及成员单位相关负责人走进
《如东县政风行风热线》节目，
就文明城市常态长效管理话题
与网友和听众互动交流。

节目中，碧霞社区居民周
女士来电咨询小区“飞线”整治
进展情况。城中街道相关负责
人表示，城中街道在县文明城
市长效管理办公室的牵头协调

之下，正在开展飞线整治的专
项行动，这也是作为街道的为
民办实事项目在推进。由于需
要整治的小区比较多，受施工
路段影响，共分为三个批次，周
女士所在的宿舍楼已经列入第
二批的整治名单，预计 11月份
进场。

党风监督员和特邀监察
员在线提问：当前我县文明城
市创建已进入长效管理阶段，

我县在文明单位的创建方面
有哪些新举措？县委宣传部
副部长、县文明办主任陈建宗
表示，文明单位创建是五大创
建之一，是文明城市创建的重
要组成部分。今年以来，我县
在文明单位创建方面，着重突
出优质服务和履行社会责任，
广泛引导各行各业广泛开展
具有行业特色、职业特点、工
作特征的创建活动；引导各级

文明单位与经济薄弱村开展
“城乡结对，文明共建”，在文
明实践、志愿服务、诚信建设
等方面当好表率；在制度方
面，今年将文明单位创建纳入
单位发展的整体规划，与业
务、党建、新时代文明实践等
工作深度融合；落实激励引导
和负面清单制度，对文明单位
实施长效动态管理，全面提升
文明单位创建的整体水平。

“这款净肤消痤面膜是用中药做的
么？”“对，这是我们皮肤科推出的中药
面膜，可以祛痘。”近日，在我县举办的
首届中医药文化节上，居民刘琳辰被中
医药文化展区的中药面膜吸引了。

防疫香囊、养心安神膏、安眠药
枕……在中药灯谜区，凡是答对的居
民还可以获得医院特制的小香囊。

“今天在这里体验了一把中医药的刮
痧，没想到中医药的护理种类有这么
多，贴敷、艾灸、拔火罐等。”刚刚体验
了刮痧的居民陈小岚说。当天展区
还展出当归生姜羊肉汤、柏子仁炖猪
心、芪归煨猪蹄、独活壮骨鸡等 6大药
膳汤，茯苓包子、芡实山药糕、八珍糕
等小点心，供居民品鉴。居民刘国华
沿路试吃，高兴地说：“第一次喝到芪
归煨猪蹄汤，特别好喝。”

我县举办的首届中医药文化节以
“传承杏林文化，弘扬国医精粹”为主
题，以“会议+展览+演艺+义诊+讲座”
五位一体展示如东中医药发展最新成
果，传承中医药文化。特设中医特色疗
法体验、茶饮药膳膏方品尝、食疗养生
体验、药膳保健指导、中药饮片制剂等
中医药文化体验专区，传播中医药知识
和中医药养生文化，让人民群众共享如
东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成果，营造重视、
关心、参与和支持全县中医药事业发展
的良好社会氛围。

“中药制剂是以临床应用效果良好
的中药处方为基础研制而成，具有临床
疗效确切、使用方便等优势。我院中医
专家团队总结多年临床经验，坚守方药
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自主研发
的特色中药制剂，用药选材地道，制作

工艺精良，一直以来深受群众欢迎。”县
中医院院长沈巍告诉记者，为了充分发
挥医院中医护理的特色优势,满足群众
就医需求，医院现开设中医特色护理门
诊，由省级专科护士带队，为患者提供
专业的中医护理操作，如铜砭刮痧、督
脉铺灸、火龙灸、穴位按摩、耳穴压豆、
平衡火罐等，为患者提供集康复、健康
指导、养生保健、心理调护等为一体的
综合性、系统性的中医特色护理服务。

据悉，近年来，我县认真落实关于
中医药发展的重要指示，大力推进健康
中国战略，把卫生健康发展作为重点民
生工程推进，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为主线，不断提升卫生健康服务质态，
把加快发展中医药摆在重要的位置，制
定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加快推进中医
药发展，建立起县有中医院、镇有中医
馆的中医药服务体系，中医药服务体系
日趋完善。

传承杏林文化 中医药产品受追捧
□ 全媒体记者 袁嘉翊 钱海军 通讯员 高洁

政风行风热线关注文明城市常态长效管理话题

民生民生民生

（上接第一版）“利用安全
环保综合信息平台，我们可以
及时掌握区域内企业隐患排
查、重大危险源、风险分级防控
等情况，对企业进行监测预
警。”在洋口港、长沙镇区域治
理现代会指挥中心，工作人员
正在对危化品车辆行驶轨迹进
行监测，一旦出现不符合电子
运单轨迹等异常情况，就会立
即发出预警。长沙镇工业企业
较多，指挥中心汇聚多部门数
据，对全镇交通运行、公共安
全、环境污染等进行全方位、全
天候、全时段的监管控制，提升
对重大危险源、事故预警和先
期处置能力，以及环境保护和
交通治安等工作能力和水平。

去年，我县率先建成江苏

首家县域治理现代化县镇一体
化综合指挥平台，围绕“数据共
享、预警预判、联动指挥、行政
问效”四大核心功能，将网格化
服务管理、12345 公共服务热
线、数字城管、应急管理联动平
台等纳入全县智能化指挥系
统，对全县数据资源进行整合，
实行“一体化运行”。打通各部
门之间信息交换的渠道的同
时，我县不断完善县、镇两级治
理现代化指挥体系。镇级指挥
中心和县级部门业务平台作为
二级平台，按照管理范围、职责
权限等有针对性地“接单”，进
行二级指挥调度和分类处置，
实现了全县域事件的一门受
理、一体派单、联合处置、实时
追溯和闭环问效。

“最强大脑”为县域治理“插上翅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