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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1日8:00-17:30 为了
南通如东 10kV通用线昆仑大市
场 4#箱变改造工程施工，需计划
停电。10kV通用线昆仑大市场9
号环网柜分路 96开关后段线路
停电检修。

11月22日8:00-17:30 为了
南通如东 10kV掘苏线清华园 1#
箱变改造工程、南通如东10kV掘
苏线清华园 1#箱变改造工程施
工，需计划停电。10kV 掘苏线
402F3号杆清华园 1号分路开关
后段线路停电检修。

11月22日8:00-15:00 为了
南通如东开关租赁工程施工，需
计划停电。20kV工长线0号杆至

20kV化工变422D/422I联络开关
线路段、20kV 工发线 0 号杆至
20kV巴斯夫 4229/4305联络开关
至 20kV工达线 65-8号杆化工园
区二期 1 号分段开关线路段、
20kV工青线停电检修。

11月28日8:00-15:00 为了
南通如东开关租赁工程施工，需
计划停电。20kV富北线0号杆至
20kV经四路 4245/4247联络开关
线路段；20kV 富开线 0 号杆至
20kV经三路 4244/4248联络开关
线路段停电检修。

如东供电公司
2021年11月12日

近日，记者在位于岔河镇新桥村
的古宫南河段看到，河坡整洁，景色宜
人，清澈的河水碧波荡漾，而这些都得
益于该镇“双聚双高”作风效能提升行
动的迅速部署落实。

新桥村新一届“两委”班子针对前
期暴露出来的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
以“双聚双高”作风效能提升行动为抓
手，统一思想，刀刃向内剖析不足，从
作风入手逐一查摆自身的差距和不
足，签下“攻坚有我人居环境整治”军
令状，对难啃的“硬骨头”狠下功夫。
全体村干各司其职、各负其责，限期落
实整改，切实做到村域治脏治乱工作

常态化、长效化，宅前屋后从脏乱差到
井然有序。全村的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取得了明显成效，并获得了村民的一
致认可，新桥村在镇人居环境专项整
治现场考评会上获得了“岔河镇人居
环境先进村居流动红旗”。

自“双聚双高”作风效能专项提升
行动开展以来，岔河镇党委以细化实
施“双聚双高”作风效能提升专项行动
为抓手，推动学习县第十五次党代会
精神与开展“两在两同”建新功行动、
党史学习教育深度融合，在“见贤有
我”“担当有我”“攻坚有我”“建功有
我”系列活动上展现更高追求、更新作

为，为打造如东“镇域经济最强板块”、
奋力交出“十四五”开局之年优异答卷
积蓄强劲动能。

该镇围绕镇村干部作风效能提升，
精心组织谋划，细化实施方案，各单位
紧扣职能、密切配合、各司其职，形成推
进工作的整体合力。重点查找解决

“8+1”专项问题，即县委提出的八个方
面问题以及结合我镇实际提出的“凝聚
力、战斗力、执行力不强”的问题。紧扣
全年考核目标，通过检视问题、落实整
改、建章立制，确保作风效能提升“见思
想、见氛围、见行动、见实效”。

为确保将活动成果转化为工作成
效，岔河镇实行任务清单制，各条线围
绕县对镇考核指标形成了重点任务清
单，清单包括工作内容、预期目标、工
作要求、负责人，进一步明晰了具体工
作；建立考核领衔制，主管领导、分管
领导领衔分工条线工作，亲自动手、提
锅上灶，部门负责人要领衔所属本部

门的具体工作任务，层层突出工作职
责，强化争先进位表率意识；采取推进
责任制，每一项任务落实明确一名主
管领导、一名分管领导、一名具体负责
人，层层推进工作落实，开展“双聚双
高 承诺亮诺”行动，全体班子成员、村
居书记向镇党委书记提交工作目标承
诺书，亮明目标、表明决心，确保有承
诺、有行动、有成效。落实绩效挂钩
制，强化考核结果运用，完善考核办
法，将工作实绩与评先评优、各项奖励
相挂钩，营造干事创业、争先进位的良
好氛围。

该镇还落实督导责任，成立“双聚
双高”督查室，由纪委牵头，定期对镇
村干部工作作风以及各项重点工作的
推进情况进行督查，对发现的问题下
发“交办单”，限期整改，到期复核，形
成“谋划—部署—推进—督查—反馈
—达效”的全链条工作闭环，持续推动

“双聚双高”专项行动走深走实。

岔河镇

打造如东“镇域经济最强板块”
□ 通讯员 孙雨潇 全媒体记者 徐建彬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周颖石 高
玉霞 冯益军） 眼下，长沙镇四桥村
8500亩水稻收割临近尾声。今年秋收
以来，四桥村大力推行秸秆“三禁一利
用”工作，多种方式引导农户将秸秆打
捆离田、粉碎还田，减少秸秆在田间地
头的堆积，全力遏制秸秆露天焚烧和
乱抛现象，同时，该村还不断拓宽秸秆
综合利用渠道，多举措变“废”为“宝”，
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提升。

近日，在长沙镇四桥村的一处稻
田里，收割机正轰鸣忙碌着，一边收割
稻谷，一边将秸秆粉碎成屑撒在田
间。粉碎、深翻、覆盖，秸秆还田的无
害化处置既减少了因焚烧产生的环境
污染，其产生的氮、磷、钾等丰富的元

素也成了提高水田肥力最好的养料。
“现在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不放
火烧，不污染环境。秸秆粉碎还田后，
田里有机质变多了，土不板结了更利
于播种，两全其美。”四桥村 41组村民
陈良华说道。

物尽其用，秸秆除了变成有机肥
外，或被送至生物质发电厂，或被运到
牛羊养殖场，或被制成草编工艺等，其
燃料化、饲料化、原料化等再利用方式
也成为村民增收的一条新渠道。“秸秆
经纪人”吴敦群回收秸秆已有十七八
年，他算了一笔经济账，每年靠收购秸
秆就能给他带来至少 20万元的纯收
入。“农忙的时候每天收购量蛮大的，
一天起码十几个小时都在田里收，一

年下来能收个四五百吨秸秆，这部分
秸秆基本上都能有效利用起来，我也
能有一笔收入，一举多得。”吴敦群说。

昔日无处安放的秸秆，如今变身
“香饽饽”，环保又增收。今年秋收以
来，四桥村大力推行秸秆“三禁一利
用”工作，通过广播、宣传车、悬挂宣传
横幅、张贴宣传标语、发放秸秆禁烧承
诺书等方式，营造“不敢烧、不能抛、勿
堆放”的浓厚氛围，同时宣传引导村民
科学利用秸秆资源，采用粉碎还田、秸

秆回收等举措，积极为废弃秸秆寻找
好“出路”。目前，全村水稻收割已完
成 90%，秸秆综合利用率达 100%。四
桥村党总支书记许雪峰告诉记者，通
过前期实行的“拉网”式巡查，村民心
中已有秸秆禁烧禁乱抛的意识，过去
浓烟滚滚、秸秆乱抛乱堆的现象一去
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秀美乡村。接
下来，该村将持续推动网格化监管和
常态化宣传，切实将秸秆“三禁一利
用”落实到田间地头。

长沙镇四桥村：秸秆变废为宝 环保又增收

记者走基层

9 日下午，南通市农业机
械事故应急演练在我县大豫
镇举行，南通各县、市、区农业
农村局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现场观摩。与会人员观摩了
联合收割机侧翻、造成两人受
伤的农业机械事故应急处置
实战模拟，听取了演练点评和
农机安全生产工作部署，为我
县快速高效地处置农机安全
事故打下实战基础。
全媒体记者 朱南州 贾兆亮
通 讯 员 陈建建 摄

在县域东南一隅，有一座占地面
积 4亩，由平房和铁硼栅栏合围而成
的院落。虽然地处偏僻，但对于收留
在这里的 300多只狗来说，每天不用
受虐挨饿，可以在院子里尽情撒欢奔
跑，这里就是它们的快乐天堂。

“以前那个基地位于一个被废弃
的农村小学，局促拥挤，环境设施很
差，污水横流，臭气熏天。现在我们的
新基地扩大了将近 3倍，有排水通道，
干干净净，空气里也没有什么味道了，
狗狗住得舒服，我们过来干活也开
心！”一大早，季忠就来到这里，和义工
们为狗舍打扫卫生，投喂狗粮。

季忠是如东流浪动物救助基地
的义工，也是新基地的组建者之
一 。他在南京经营一家公司，为了
给家乡的流浪犬找到一个完美的新
家，季忠多次往返于南京和如东之
间。基地建设期间，他更是在百忙之
中抽身，在最炎热的六七月，日夜守
在基地，从地面浇筑、管道挖槽、围栏
搭建到犬只搬运，两个月时间，他晒
黑了一圈。“没有季忠就不会有我们
这个新基地，这些可怜的狗狗就不会
迎来现在这样幸福的生活！”义工张
晓娟这样告诉记者。

新基地用绿色栅栏细分为 40多

块小型区域，它们将幼犬、易躁犬、大
型犬、发情期的公犬母犬等间隔开
来，最大限度保证每一只狗狗的安全
和健康。“去年，在老基地的时候，狗
瘟和细小同时爆发，30多只狗传染疾
病，这就是隔离环境不好带来的严重
后果。”张晓娟告诉记者，“因为经济
条件限制，病情重的就送医院，不那
么严重的就我们自己治，查百度，问
人，我们几个义工轮流去基地给它们
打针、灌药，整整 3个月才把这个传染
病控制下来。”张晓娟把那段时间称
作“至暗时刻”。

在救助中心成员的眼中，这些流
浪犬都是一个个与死神擦肩而过的
生命，他们都有被虐待、被遗弃的不
幸经历，所以义工总是亲切地叫它们

“毛孩子”。“小白”是一条白色的小公
狗，今年 4月，救助者在路边发现它的

时候，两只后腿已经被车轮齐齐压
断，血淋淋的场景让人触目惊心。“我
们送它去医院做了截肢手术，之后就
带回了新基地。幸亏新基地条件好，
我们可以给它单独安排地方住，让它
养伤，因为受伤造成大小便失禁，我
们就随时给它打扫卫生，有效避免了
感染。”在义工们的精心照顾下，奇迹
发生了，如今“小白”已经能依靠两只
前脚站立行走，虽然颤颤巍巍的，但
精神状态非常好。

张晓娟表示，6年里，在基地内生
活的流浪犬数量，从最初的十几只发
展到现在的 300多只，绝大多数是义
工在街头发现送来的。目前，义工团
队也达到 20人。“虽然很累，但是看到
那么多毛孩子得救了，看到它们在新
基地新环境里生活得很好，我们内心
充满温暖，也充满力量！”

“救助流浪狗的同时，自己也感受到快乐，原来救助是一场双方的‘治愈’”——

300多只“汪星人”落户新家
□ 全媒体记者 张予钦 单佳凯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明篇

本报讯（通讯员 丛冯翼 全
媒体记者 陈斌）近日，县总工会
相关负责人带队慰问了全县部分
货运司机、出租司机、快递物流司
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这是县
总工会开展“工会进万家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温暖行动”，为群众办
实事的活动的一个缩影。

按照全国总工会统一部署要
求，我县将聚焦快递员、外卖配送
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四类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最关心最直接
最现实的需求，以“双十一”为时

间节点，组织开展送思想文化、送
身心健康、送平安保障、送温暖关
爱、送工作岗位、送技能提升、送
法律服务、送维权保障等“八送”
活动，发挥工会组织送温暖示范
带动作用，引导全社会关心关爱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帮助解决他
们急难愁盼的实际问题，送去党
和政府的关怀、工会组织的关
怀。当天，县总工会相关负责人
一行，先后走进江苏猫宁科技产
业发展公司、亿安汽运和东方汽
车出租公司，向职工送去慰问品。

县总工会

积极开展“工会进万家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温暖行动”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陈
斌）近日，南通外向型农业综合
开发区组织区（街）新的社会阶层
人士联谊会、商会等成员参加区
（街）“双聚双高”作风效能提升大
讨论活动，与会人员针对“三问”
以及我心中的“新时代如东精神”
开展交流讨论。

区商会代表、南通玉蚕纺织有
限公司负责人王新泉同志说，此次

“双聚双高”大讨论活动让他看到
政府进一步提升作风效能的决
心，作为民营企业负责人，他不仅
要带领全体员工深入学习“三大
精神”，还要带领好区商会企业共
同提升企业活力和创造力，回馈
社会，服务社会。区新联会代表、

如东季大姐家庭农场负责人季敦
平说，全县“双聚双高”作风效能
提升专项行动使她触动很大，新
时代如东精神是“奋勇拼搏，勇于
担当”，中天精神不仅是所有如东
企业的榜样，更是她们种植户养
殖户学习的楷模。作为家庭农场
主，她不仅要将专业做好，更要带
领老百姓共同致富，创造更大的社
会价值。 苴镇卫生所所长徐小军
认为，弘扬新时代如东精神是，就
是要恪尽职守，全力以赴。在疫情
防控中，徐小军一直满负荷工作，
年迈的母亲生病住院期间，只能
晚上抽空去照顾母亲，他说，任务
在身，责任在肩，作为一个共产党
员，必须扛起重担，担起责任。

南通外向型农业综合开发区

组织“双聚双高”
作风效能提升大讨论

计划检修停电通知
（20211108b）

本报讯（通讯员 季登华 吴
伟）连日来，城中街道组织兽医
站工作人员、村组干部、网格员，
挨家逐户地开展对畜禽养殖业生
产、进出、健康数等情况摸排，搞
好登记造册，建好档案，对查出存
在的不明原因致畜禽死亡的可疑
病例，采取应急措施，及时处置到
位。今年秋冬以来，城中街道积
极采取多重措施，确保冬季畜禽
安全，温暖越冬。

自城中街道去年初实体化运
行以来，畜禽养殖业发展势头强
劲。目前，全街道7个农业村生猪
养殖存栏数1.2万头、羊3.7万只、

鸡6万羽、耕牛83头。早在寒潮到
来之前，街道11名包片兽医、村防
员就登门入户，指导 1000多畜禽
养殖户搞好鸡棚、猪舍、牛房等检
查、维修和加固；街道兽医站购置
了畜禽消毒液（粉），组织兽医深
入畜禽养殖户消毒灭源，同时做
好重大动物疫病排查，确保不发
生动物疫病流行，畜禽养殖增产
增收；街道还通过召开广播会、工
作会、发放资料、上门服务等，认
真搞好冬季畜禽越冬知识培训，
利用正反典型引导广大养殖户，时
刻绷紧畜禽养殖越冬这根弦，避免
畜禽发生冻死和伤亡情况。

城中街道

多措并举确保畜禽安全过冬

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 ——奋进新时代 开启新征程

（上紧接第一版）要以实战为导
向，坚持不懈狠抓政法队伍政治
建设、能力建设和作风建设，不断
提升综合素养，着力锻造过硬的
政法铁军。

县委书记陈慧宇在汇报全县
政法工作时说 ，政法工作关乎经
济社会发展大局，县委、县政府坚
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在保障上全
力以赴、在绩效上高点定位，力促
政法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新突
破。当前，要坚持以防风险、惠民
生、促发展为着力点，围绕中央提
出的“发案少、秩序好、社会稳定、
群众满意”总体要求，围绕市第十

三次党代会工作部署，提高站位、
争先进位，强化担当、真抓实干，扎
实推进平安、法治和政法队伍三大
建设，努力为全市高质量发展作出
如东政法新的更大贡献。

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蓉蓉
表示，如东将认真落实市第十三次
党代会精神，进一步压实综治、国
安、法治、信访四项责任制，全面推
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持续提
升网格化服务管理质效，切实加
强社会治理智慧化建设，攻坚化
解信访稳定突出问题，全力推动
政法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县领导陆翔参加调研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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