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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於琳琳 全
媒体记者 高玉霞 周颖石）为讲
好中国故事，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18日，县妇联联合县阅读者协会
在乐活姐妹微家举办“经典好书
领读”人文沙龙活动。来自各界
读书爱好者40余人参加活动。

活动中，县人文社科经典阅读
推广人姚晶晶为大家领读了杨先
让先生的文化经典——《黄河十四
走》。书中以真切的文字和鲜活生
动的图片，记录了散落在黄河流域

多地区、多品种、多题材、多风格的
传统民间艺术文化。姚晶晶通过
视频、实物展示了画像石、安塞腰
鼓、凤翔泥塑、剪纸、皮影等民间艺
术作品，详细分析了其艺术风格、
反映的民俗风貌、折射的文化内
涵，带大家重温中国民艺之美。与
会人员就挖掘中华民族“本源艺
术”的价值内涵、民俗文化的传播、
创新、传承展开激烈的讨论，纷纷
表示要做本地民俗文化的传播者、
推动者、守护者。

县妇联、阅读者协会联合
举办“经典好书领读”人文沙龙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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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河是城中街道六总村村域内
的三级河，全长 1650米。这几天，两
台水上挖机正在河两岸进行护坡打
桩，为后续村农污纳管、河坡生态种植
做准备。

去年，城中街道六总村被列为公
共空间治理市级试点村。街道以“统
筹规划、因地制宜、依法依规、确保成
效”为原则，成立专项指导组，凝聚合
力，推动六总村公共空间治理出成效。

整合资产资源
推动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

六总村位于城区东郊，村域总面
积15000亩，共58个村民小组，2083户
村民。在开展公共空间治理过程中，
村干们秉持“推动集体经济可持续发
展”的理念，摒除“等、靠”思想，激发自
身潜能，整合利用各类生产要素，提升
集体经济效能；村通过召开党员、群众
代表会议，微信群，广播喇叭等多种形
式，凝聚全村公共空间治理共识，呼吁

村民配合协助提升集体经济效能。
摸底排查阶段，六总村共排查出

337.98亩的集体土地。以高标准农田
建设为契机，六总村积极整合土地资
源，共回收散落在农户手中的 253.24
亩集体土地，打造了近 4000亩的高标
准农田核心区，通过产权交易平台统
一流转。“整合集体土地流转，为村集
体增加了超 100万元的稳定性收入，
村民们的收入也得到了提升，土地的
规模效益充分彰显。”六总村党总支书
记袁亚芹说。六总村经济收益增长缺
乏途径、后继乏力的现状被打破，集体
经济可持续发展有了保障。

深化环境整治
构建宜居美丽新生活空间

团结河是今年六总村重点打造的
生态河。以团结河为重点，六总村还
同步对河周边的沟塘等堵塞水体进行
了清淤、疏通，并以绿化辅以装扮。

水环境提档升级是六总村公共环

境治理的内容之一。据了解，六总村
坚持“全域式”公共环境治理，包括公
共河道、公共道路、空间功能完善、户
厕改造等。目前，全村 100多公里的
硬质化路面按照主次干道依次排序，
已经完成了道路两侧占坡种植、乱堆
乱放等现象的集中整治，确保了路肩
培土绿化全部到位；全村深入开展垃
圾分类行动，2083户农户家中均配备
了分类垃圾桶，每天由专业垃圾清运
队伍收运，全村实现垃圾分类投放、分
类收运、分类处置的全闭环运转体系，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在街道的指
导下，全村还稳步推进户厕改造、生活
污水纳管、秸秆机械打捆全量离田试
点、农药废弃物回收等各项工作，村公
共环境有效改善。

眼下，六总村已经形成了贯穿南
北、连通东西的“整洁、安全、畅通”的
乡村水路网空间。今年，六总村计划
完成全村生活污水纳管率超 75%的目
标，同时，新建户厕 367座，整改提升
945座、取缔旱厕 159座，实现夏季秸
秆离田综合利用7000亩的目标。

凝聚组织合力
赋能乡村振兴水平再跃升

今年一季度，城中街道及下辖六

总村均取得了所在级别公共空间治理
成效全县第一的成绩。

城中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张正银表
示，六总村公共空间治理试点的成效
为街道全面推进农村公共空间治理
带来了灵感，街道将把建设美丽乡村
作为乡村振兴的“一号工程”，坚持

“一把手、主要负责人定期指导，各相
关部门明确措施、细化任务指标，村
两委班子一线作战”的工作模式，上
下联动；持续做好村干部队伍建设的
组织保障，配备驻村第一书记，协助
村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同时要求各职
能部门下沉到村，加强帮办服务和业
务指导，及时解决治理难题；继续关
注上级涉农项目，指导村做好各类项
目申报，整合多方资源，给予资金支
持，提升整治效果；充分发挥街道督
查考核“指挥棒”的作用，制定奖惩措
施，调动各方积极性，推动农村公共
空间治理再创佳绩。

张正银表示，农村公共空间治理
是推动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的一项重
点工作，街道将广泛凝聚人心，形成组
织合力，为全县农村公共空间治理工
作做好示范、树好典型，赋能新时代乡
村振兴水平再跃升。

城中街道

以公共空间治理“金钥匙”开启乡村振兴“幸福门”
□ 全媒体记者 洪绍敏 徐悦箫 李长华 通讯员 季登华

近日，虹桥四季采摘园
智能大棚里，工人正忙着给

“阳光玫瑰”葡萄整枝。虹
桥四季采摘园从 2017 年开
始种植“阳光玫瑰”，陆续扩
展规模达 200 多亩，其中
100 多亩已经挂果。今年 9
月份预计迎来葡萄采摘旺
季。

全媒体记者 袁嘉翊
姜宁惠 摄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姜红 陆和
煦 冯益军）今年 6月是全国第 21个

“安全生产月”，近日，洋口港能源中
心开展消防疏散演练。演练模拟中心
一号楼二楼前台因电线短路发生火
灾，巡逻安保收到消息后，第一时间携
带灭火器赶到现场确认火情并请求增
援。随后，能源中心义务消防队员立
即前往火灾现场进行灭火增援，同时
将消防主机切换成自动状态，启动消

防应急广播，引导人员疏散。中心全
体人员听到消防警报响起后迅速通过
安全通道前往大楼南侧广场集合点列
队集合。经指挥组、灭火组、疏散组、
设备组、后勤组的协同配合，大火被成
功扑灭，无人员受伤。

据了解，洋口港能源中心主要负
责洋口港交易中心及物流集散中心的
项目建设运营。其中，集散中心主要
分为 LNG 周转区、普通危化品周转

区、LNG罐箱标准品周转区，共220个
危化品停车位，另有 52个罐箱或危化
品停车可转换车位，是省内首个符合
危化品停车场建设标准并正式投入运
营的社会化危化品物流集散中心和运
营管理中心。中心每年都要依据《安
全生产法》的要求进行 3次消防演练，
包含 1 个综合演练和 2个专项演练。
中心年度累计检验上岛车辆5.87万辆
次，共检出各类问题528辆次。除对人

员、计划、设备等基本信息校对外，安检
人员还会开展包括外观、行走机构和罐
体部分等3类共27项清单的检查，其中
对轮胎、驾驶室、罐体操作箱、电路及气
路管线等项目进行重点检查，检查完毕
且全部合格后打铅封并开具安检合格
证。对有不合格项目的车辆将会开具
整改单，整改完成复检合格后开具安检
合格证，驾押人员将凭安检合格证前往
窗口办理通行手续。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姚陈 陆和
煦 冯益军）“2016年，洋洋和沙沙这
两条抹香鲸在滩涂搁浅，最终留在了
长沙的海域。如今，它们就静静待在
我们身边，成为守护港口的‘神兽
’……”20日下午，在洋口港香鲸馆，
在导游的带领下，现场观众情境观摩
《香鲸奇缘》。以“黄金海岸线 你我共
护佑”为主题的洋口港、长沙镇第一届

“海洋卫士”志愿活动月随之启动。

洋口港拥有 24公里的海岸线，数
十万亩的金色滩涂，数不尽的鱼虾蟹
贝，构成了独特的南黄海生态景观
带。近年来，洋口港、长沙镇把海洋环
境的保护工作作为一项重要任务。以
黄海村为首的渔业村最先发起“海洋
卫士”志愿服务项目，组织志愿服务队
常态化开展海洋垃圾捡拾，海岸线环
境维护等志愿服务活动。为全面践行
生态文明发展理念，活动现场，长沙镇

党委副书记、镇长吴亚云宣读倡议，从
今年起，将每年 6月作为“海洋卫士”
志愿服务活动月，呼吁更多的人参与
到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行动中来。志
愿者代表现场宣誓。

美丽港城，书香相伴，在《长征路
上的半截皮带》《老人与海》等名著的
阅读分享中，“五彩如东扶海书香”阅
读接力线下示范活动开启。洋口港实
验小学的师生还带来了精彩的舞蹈、
古筝合奏、诗歌朗诵等表演，浓浓书香
扑面而来。

活动现场为五星级韬奋书吧——
港城书吧，新进四星级农家书屋——
港城社区农家书屋、富盐村农家书屋
授牌。现场还为刚成立的阅读推广组
织“青衿书社”揭牌，并为 20名阅读推

广人代表颁发聘书。
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农家书屋

以独特的优势，悄悄改变着村民的生
活方式和精神面貌。区镇已成为“书
香如东”建设的重要载体之一。近年
来，长沙镇积极推进辖区内全民阅读
工作，全面开展阵地建设，打造城乡书
吧、村居星级农家书屋，自去年 2个三
星级农家书屋提档升级后，辖区实现
四星级以上农家书屋全覆盖，今年其
中两个村居将继续向着更高级别星级
农家书屋迈进。此外，洋口港、长沙镇
还将全民阅读与新时代文明实践、乡
村振兴等工作有机融合，通过各类主
题阅读活动，不断拓展全民阅读的深
度和广度。书香长沙，正在成为“美丽
港城”的核心内涵。

洋口港、长沙镇

启动第一届“海洋卫士”志愿活动月暨全民阅读示范观摩活动

洋口港能源中心

消防演练防范未“燃” 筑牢安全生产底线

本报讯 （通讯员 夏晶晶）
近日，市民可能会接到这样一个
电话：025-12340，这是江苏省社
情民意调查中心的电话。2022年
全省上半年群众安全感测评活动
已经开始，请耐心接听。

“12340”是什么？ 12340 是
此次群众安全感调查专用号码，

在接到来电时，请大家放心接
听、耐心配合、正面回答，调查员
会简单了解您的基本信息，如性
别、年龄、居住地等，但不会泄露
您的个人隐私。您的回答代表
了全体居民的意见，安全感、满
意度测评的结果将体现如东高
质量发展的成效。

12340来电啦！

邀您为平安法治如东代言！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缪姗
姗 王芊懿） 21日，南通市商务
局、南通贸促会在我县举办第六
期RCEP企业轮训班，服务我县
外贸企业发展。

培训着重围绕 RCEP 实操
过程中企业常见问题开展，详细
解读 RCEP 协定中原产地判定

规则运用、商事证明书和领事认
证的申领办理要求，帮助企业学
习理解自贸协定政策相关知识，
指导企业用足用好自贸区优惠
政策，指导和帮助新注册企业强
化合规意识，吃透用好原产地规
则，真正享受 RCEP 带来的红
利。

南通市商务局在我县
举办第六期RCEP企业轮训班

本报讯（通讯员 张艺垚 全
媒体记者 张平）今年6月13日至
19日是全国第 32个节能宣传周，
今年全国节能宣传周活动主题是

“绿色低碳，节能先行”。近日，我
县在洋口镇举办了节能宣传专题
讲座，倡导社会各界、特别是能耗
5000吨标准煤以上重点用能企业
转变思想，做节能降碳绿色生活的
传播者、践行者、督促者。

讲座围绕“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节能评估、企业碳资产管理”等方
面进行了节能政策解读及业务培

训。增强了企业对节能政策的理
解和把握，同时引导企业积极采用
先进适用的节能新技术新工艺，推
动企业的节能低碳升级改造。

据了解，我县对通过第三方
审核并取得节能证书的节能改造
项目，500吨标准煤的项目奖励 5
万元，每增加 100吨标准煤增加
奖励0.5万元，单个项目最多奖励
不超过 100万元。对列入国家、
省名单的绿色工厂分别奖励 8万
元、5万元，绿色产品分别奖励 5
万元、3万元。

我县举办节能宣传讲座

乡村振兴乡村振兴··富民惠民富民惠民乡村振兴乡村振兴··富民惠民富民惠民

（上紧接第一版）恒昱地产土建已
基本完工，相关配套工程正在实
施，预计今年年底可交付使用。河
口镇中心幼儿园已经进入装修阶
段，本月底可全面竣工。河口卫生
院项目的地下室部分已经完成，工
程进展速度较快。位于河口镇烈
士陵村的耙齿凌烈士纪念馆项目
主体结构已经封顶，目前已经进入
后期布展准备工作。云胜路、中天
东路东延等道路工程也已完成一
半。对今年拟建项目，河口镇努力
确保尽快落地开工。东和住宅项
目开发，目前已经进入方案讨论定
稿阶段；文体中心项目已确定实施
方案，正在进行设计深化。河口互
通项目于 5月通过了省发改委预
可行研究，接下来将进入土地条规
等前期工作；商业中心项目已基本
完成招商工作，将进入方案研究阶
段。另外，对后期项目研究，河口
镇将启动设计并提前招商。针对
小城镇建设规划所需的养老地产、
科创中心、邻里中心、专业市场、河
口小学以及部分路桥配套工程，将
及早启动方案研究，并启动招商。

孙玉来表示，河口镇始终坚持
以党建引领镇村干部队伍素质提
升，不断提高镇村干部干事创业本
领。将统筹加强农村、社区、机关、
事业单位、“两新”组织等各领域基
层党组织建设，牢固树立“一切工
作到支部、一切工作靠支部”的大
抓基层鲜明导向，着力提升政治功
能和组织力，努力把每个基层党组
织建设成为推动发展、服务群众、
凝聚人心的坚强堡垒。实施“规范
提升”工程，以“支部规范化建设”

“三会一课”为重点，坚持动真碰
硬，抓实指导、督查、整改、问责等
环节，确保工作有布置、有落实，有
结果。细化主题党日活动清单，定
期开展组织活动，实行月度检查、
季度考核。对各基层党组织特别
是村级党组织书记进行选优配强，
进一步细化村（社区）党组织书记
专职化管理，同时大力实施新一轮
12名后备干部定向培育计划，并安
排防疫表现中优秀的社会青年志
愿者到村挂职锻炼，作为村干部后
备人才进行培养，使得村干部队伍
接续传承，永葆活力。

河口镇实现镇域经济稳中有升

（上紧接第一版）充分发挥“四
力”，肩负好“举旗帜、聚民心、育
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
务，讲好如东故事，宣传好“五彩
如东”外宣品牌。

吴海军强调，广大新闻工作
者要服务发展，聚焦“六个年”，
延伸新闻触角，大力宣传项目建
设和实体经济发展，为跨越赶超
营造浓厚氛围；要服务群众，围
绕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内容上
找准切入点、着力点，提升受众
接受度，对象上加强分众传播、

分类覆盖，让新闻真正起到了聚
民心、暖人心、筑同心的作用；要
服务先进，先进典型是社会发展
的引领者，新闻报道要多层次、
多方面、多渠道宣传好如东的先
进典型，发挥典型树立标杆、凝
聚力量的作用，让主流价值观入
脑入心入行。

调研中，吴海军还实地参观
了县融媒体中心新媒体部、广播
部、电视部、报刊部等媒体平台，
深入了解中心部门构架、运作形
式和人员分工等。

县领导调研县融媒体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