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022年1月12日刊于江苏学习平台

□ 李政熙 张海燕

—— 2022年1月4日刊于江苏学习平台

城市管理包罗万象，上至高空违
建，中及扬尘污染，下至乱摆地摊等等，
如何实现精准化、精细化、即时化？如
今，在如东，所有这些城市管理问题正
在一一实现“一屏统揽、一网统管”。

元旦前夕，已上线试运行两个
月、总投入 400余万元的如东智慧城
管指挥中心仍在不断接入各类数据，
不断完善各模块自动识别处置系统，
确保实现“应用为要、管用为王”的定
位目标。

为了促进城市管理从“被动向
主动、静态向动态、粗放向精细”转
变，近年来，县城市管理部门积极
整合“数字城管”“数字环卫”以及

“12345 政府服务热线”相关资源，
先后开发了综合执法、督查考核等
多个平台，但是，由于各业务模块
之间彼此独立，数据互不共享，难
以收到高效率为群众提供精准服
务的效果。

2021年以来，在如东县县域治理

现代化指挥中心支持下，他们历时 3
个月，创造性地建成了不仅能够实现
一屏统揽全域，而且具有强大的“一
网统管”实战指挥功能的智慧城管指
挥中心，精心推出“渣土监管”“油烟
监测”“智慧停车”“环卫督察”“工地
监测”“门前三包”“违章建筑”等11个
模块，成功实现相关城市管理问题及
时的自动识别、预警和处置。

“‘门前三包’工作一直以来依
靠城管执法人员逐路段巡查管理，

存在巡查与否不一样，巡查过后回
潮以及执法取证难等诸多问题。”智
慧城管指挥中心负责人张炜玮说，
如今，“门前三包”模块工作人员坐
在指挥中心大厅就可以通过路段终
端视频设备，对违法行为进行实时
取证、保存，并通过县域治理现代化
指挥中心平台，在第一时间就近调
派执法人员前往相关路段进行现场
处置，同时通过执法仪终端设备对
现场执法影像予以全程展示。为了
将“门前三包”所涉及的店外店、店
外占道经营等所有违规违法行为

“一网打尽”，眼下，如东县正在商业
大街、学校周边以及省级示范路段
等处试点，进一步提升自动识别处
置系统的覆盖率和智能化水平。

餐饮油烟扰民问题是城市管理
部门的难点之一，群众投诉多、反映
也十分强烈。但是，由于缺乏专业
人才尤其是智能在线监测设施，执
法难度较大。据张炜玮介绍，智慧
城管指挥中心投入试运行后，安装
在餐饮企业的前端全天候油烟监测
传感设备，对风机和净化器的启停
状态尤其是油烟浓度、颗粒物浓度、
NMHC（非甲烷总烃）是否超标进行
实时监测，一旦超标排放，相关数据
会自动上传至系统并生成预警工
单，指挥中心大厅“油烟监测”模块
工作人员进行研判后，对符合处置
要求的流转至“指挥调度”模块工作
人员再次研判，确认符合处置要求
的工单，通过县域治理现代化指挥
中心平台及时派送至相关镇、区、街
道处置。随着城管部门对油烟污染
治理步入信息技术时代，餐饮企业油
烟排放稳定达标将成为现实。

一屏统揽一网统管 城市管理尽显科技范 海上森林助力绿色崛起
“零碳电”点亮低碳转型之路

□ 杨新明 汤建荣

近年来，如东供销合作总社持续
深化供销社综合改革，打响“新供销
心服务”党建品牌。通过组建基层党
建联盟、打造农产品区域品牌、加快
村级基层社建设、推进农业社会化服
务联盟等一系列创新举措，为乡村振
兴注入供销力量。

党建引领，“心服务”打造新供销
用党建品牌创建引领服务“三

农”初心。县供销社在全系统叫响
“新供销 心服务”党建品牌，凸显供
销人在新时期创新“三农”服务，践行

“为农、务农、姓农”的根本宗旨，彰显
新供销人的“心服务 新担当”，引导
系统上下党员干部“亮身份、当先
锋、树形象”，下沉一线指导基层社建
设，为农民群体提供产前信息、产中
技术、产后销路等服务，打造“党组
织+供销社+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
新模式。

洋口镇甜港村地处如东沿海地
区，受沿海土地盐碱化等限制，农业
生产有着先天不足，加上工业基础也
相对薄弱，村集体收入和农民收入来
源单一，一度负债达 157万元。为了
让村里早日摘掉“经济薄弱村”的帽
子，2017年11月，市、县两级供销合作
总社与村经济合作社共同出资，成立
南通市首家村级供销社——洋甜供
销有限公司。村社联建四年来，甜港
村一举甩掉负债，2021年实现村集体

经济收入100多万元。
乡村振兴，既要产业支撑，更要

党建引领。随着社会管理服务重心
的下移，村级党组织所掌握的资源
有限、空间受限，原有就村级抓村
级、单位抓单位的党建模式，显得有
些势单力薄。由此，县供销社探索
在甜港村成立联盟共建，让一个个
原本单一关系的各类党组织成为以
县社为轴心的“盟友”，实现资源共
享、优势互补、互相促进、共同提高
的发展格局。

搞活流通，“老本行”呈现新业态
销售农产品，向来是供销合作

社的“老本行”，只有不断推进业
态创新，才能给“老本行”注入新
的活力。

2021年 7月 6日，如东在省农副
产品展示展销中心举行现代农业招
商推介，发布了区域公用品牌——

“如意东方”，推动农副产品出村进
城。展厅里，“天下第一鲜”文蛤、鲜
之源海苔、百年原种狼山鸡、如东大
米……上百种如东特色农产品琳琅
满目，吸引了家乐福、苏果等 30多家
采购商竞相下单。百万头生猪全产
业链项目、“种粮一体化”项目、精品
蔬菜冷冻精深加工项目等8个总投资
约 40.38亿元的农业投资项目进行集
中签约。

这是如东供销合作社着力搞活

农产品流通的一个缩影。目前，如
东各类农业龙头企业达到 95家，高
标准农田占比超过 80%，拥有“如东
大米”“如东文蛤”“如东狼山鸡”“如
东泥螺”等多个国家农产品地理标
志。头顶着农业大县这一光环，供
销人更多地感受到了一份沉甸甸的
责任，始终把搞活农产品流通，以流
通促生产、以流通促进农民增收致
富，作为服务“三农”的牛鼻子常抓
不懈。县供销社工作人员进企业，
访农场，通过实地考察吸纳更多的
农产品加入“如意东方”，壮大区域
公用品牌矩阵。

为了让“如意东方”区域公用
品牌落地生根，县供销社和国有企
业东和集团深度合作，成立江苏东
和供销有限公司。位于曹埠镇的省
级现代化农业园区就是品牌的运作
中心，目前已经初具雏形，未来这里
将带动如东特色的农业产品走向全
国乃至全球。

社村联姻，“爱情树”结出幸福果
洋口镇闸西村村部原大会堂荒

废多年，为了盘活资源，县供销社联
合市供销社和闸西村共同投资 1800
万元，成立南通闸西供销有限公司，
社村共建基层供销社。村里计划拟
建一座集大型零售、餐饮住宿、创业
培训、金融等为一体的闸西为民服务
综合楼。

近年来，如东加快推进村级供销
社建设，通过社村“联姻”，推进供销
合作社服务三农的组织体系、经营服
务体系逐步向村庄延伸，探索供销合
作社在组织上、经济上密切与农民联
结和壮大村集体、助农增收致富的实
践新路径。

洋甜供销社作为南通市首家村
级供销社，联合爱农农技、振洋家禽
养殖、田园秸秆综合利用、东鹏畜禽
4家专业合作社，成立如东县众惠农
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联合社，通过引入
统一服务、统一经营的企业管理模
式，运用平台思维做发展乘法，引领
抱团发展、做大做强。为了提高村里
的公共服务、商品经营、文化生活等
功能，村社还联合投资 1200万元，建
起洋甜为农服务综合楼，为村民提供
助农金融、农村电商、现代商超、宾馆
餐饮、农资配送、娱乐休闲、教育培训
等服务。

放大“洋甜模式”效应，目前，县
供销社正在以洋口镇为试点，筹划组
建农业社会化服务联盟，地方政府、
各涉农部门及供销社将共同打造生
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综合合作
的镇级农业社会化服务联盟和村级
相应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大力推
行“土地股份合作+全程托管服务”的
模式，实行“保底收益+盈余分红”的
分配机制。

智慧课堂开启干部教育
培训新年第一课

□ 施慧文

“心服务”凝聚强村富民供销力量

吸风吐电，日夜不歇。2021
年，全国绿色能源示范县——如东
30座风电场上网电量67.98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 77.71%，占全社会用
电量的90.51%，比全县工业用电量
多出23.64%。

红色沃土激荡为民情怀
□ 杨新明

2021年，我县把党史学习教育
成果转化成为民服务成果、加速推
进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广大党
员干部弘扬革命前辈勇往直前、敢
于担当的奋斗精神，始终保持蓬勃

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扛起
奋进的先锋旗，铆足牛劲向前奔，
点燃发展强引擎，做大做强富民产
业，全力以赴勇当长三角沿海高质
量发展排头兵。

—— 2022年1月5日刊于江苏学习平台

1月 5日下午，我县举办干部
教育培训“智慧课堂”——《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精神解读》专题讲座，
通过视频连线“人民学习”演播室，
聆听经济学家、国务院参事室特约

研究员、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兼
新闻发言人姚景源解读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精神。全县党政机关、重
点企业 400名党员干部线上听取
讲座。

—— 2022年1月7日刊于江苏学习平台

□ 邵亚红

—— 2022年1月6日刊于江苏学习平台

我县广大适龄青年：
享受热血青春，开启精彩人

生！2022年应征报名工作已全面启
动，欢迎有志青年加入绿色方阵，建
功火热军营。

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国防和
军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生存、发展
的安全保障，强兵固防是兴国安邦
的永恒主题。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
军，是保卫祖国的钢铁长城，是培养
人才的学校，是造就人才的大熔炉，
更是有志青年施展才华、建功立业
的广阔舞台，当兵的历史是人生一
笔宝贵财富。参军入伍是每个公民
应尽的义务，也是磨砺人生、增长才

干、实现人生理想抱负的难得机遇，
更是热爱祖国、报效国家的高尚行
为！

今年上半年义务兵报名截止时
间为 2 月 10 日 18 时，凡年满 18 周
岁，初中毕业生不超过 20周岁、高
中毕业生和高校在校生不超过 22
周岁、大学毕业生不超过 24周岁，
均可报名。基本身体条件要求可登
录全国征兵网查询或到乡镇人武部
咨询。

适龄青年朋友们，加入伟大的
解放军序列，将有报考军校、保送入
学、士兵提干、选改士官等机会，是
你人生的转折点，是你成功的起跑

线。人民军队也会因为你的加入变
得更加强大。

为奖励立志参军的有为青年，
国家、县政府不断加大优抚力度。
入伍两年，除享受义务兵家庭优待
金、大学生入伍奖励金、学费补偿
金、艰苦地区服役奖励金、自主就
业一次性经济补助金等以外，退役
后还可享受免试专升本、考研加
分、报考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优
惠、创业扶持等优待政策，如果转
改士官服役十六年以上，退役后可
安排事业编制工作。参军入伍，是
真正的“政治上享荣誉，经济上得
实惠，前途上更光明”。

广大适龄青年都应该积极响
应政府号召，自觉履行兵役义务，
踊跃报名应征，接受祖国挑选，以
实际行动展现我县儿女热爱国防、
投身国防、建设国防的精神风貌，
为如东争光，为家乡添彩。人民军
队会因你的加入增添新的活力，钢
铁长城将因你的融入而更加坚
固！

咨询电话：0513-67584115
监督电话：0513-67584121

如东县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
2022年1月13日

响应祖国召唤 建功火热军营
致适龄青年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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