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盛夏时节，在如东滨海湿地，
上万只鸻鹬类水鸟驻足、觅食，其
中不乏黑脸琵鹭、大滨鹬、大杓鹬、
白腰杓鹬等国家一级、二级保护动
物，场面尤为壮观。目前，如东滨
海湿地鸟类共有 20 目 49 科

209 种，其中以勺嘴鹬最为知名。
由于如东滩涂潮间带覆盖着生物
膜，蕴藏着丰富的底栖生物，是鸻
鹬类水鸟的重要觅食地，因此经常
能在小洋口、丰利、东凌等区域看
到它们的身影。

—— 2022年7月26日刊于江苏学习平台

“鹬”见大美滨海湿地
□ 徐华 季湘婷 陆和煦

—— 2022年7月21日刊于江苏学习平台

城建专家“云端”献策
扶海大学堂助力城市发展

□ 于海霞 袁嘉翊 单佳凯 何丹丹

7 月 16 日上午，扶海大学堂
云课堂在我县行政中心开课，我
县以扶海大学堂——县委中心
组学习扩大会形式举行城镇化

建设专题学习讲座。本次集体
学习采取网络腾讯会议模式举
行，县行政中心设主会场集中观
看学习。

—— 2022年7月27日刊于江苏学习平台

今年以来，河口镇通过落实“三
线一单”方案，精准施策开展断面水
质提升工程，按照江海河、南凌河、红
星河沿线和“取缔一批、整治一批、规
范一批”的责任清单，以着力提升断

面水质为核心，突出重点、强化溯源、
精准施策、系统治理，以最高标准、最
严举措、最大力度抓重点、补短板、强
弱项，让居民切身感受“良好生态环
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三线一单”精准施策
水美乡村扮靓“强富美高”

□ 朱朋朋

□ 张海燕 蔡诗颖 李政熙

—— 2022年7月25日刊于江苏学习平台

“数治小区”构建垃圾分类新模式

“这下可好了，将来不仅不用我
们再在每个点位都安排垃圾分类督
导员了，而且分类质量也更能得到保
障了。”惠天然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如
东锦瑞花苑项目负责人范玉华指着7
月上旬投入运行的智能垃圾分类房
兴奋地说。近日，江苏如东垃圾分类

工作再出新招：变人工值守为云上督
导，依托“数治小区”建设开启“智能
化+数字化”垃圾分类新模式。

早在 2020 年，该县创造性实施
了“垃圾分类小区落实物业主体责
任”项目，为了充分调动物业公司持
续深入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积极

性，县财政每年拨付 500万元，采用
“以奖代补”方式考核小区物业公
司，以“质效”论“奖补”。之后，又不
失时机地在 50 个小区陆续推行定
时、定点、定人和督导的“三定一督”
垃圾分类管理，并执行“有害垃圾、
可回收物、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四
分法分类标准，确保居民生活垃圾
分类参与率、准确投放率均达到 98%
以上。

但是，一个点位安排一名督导员
的分类督导模式，不仅耗费了大量的
人力资源，而且容易形成依赖督导员
二次分拣的心理。为了减轻物业上
长年完全依靠人工督查指导的压力，
同时解决源头分类投放大数据等问
题，该县组织相关部门外出学习调
研，形成了“垃圾要面向高质量发展，
不仅需要‘人治’，更需要‘数治’”的
发展思路，最终确定在 3 个小区试
点，投入 200万元建设智能垃圾回收
及后台监管系统。

在“万华紫金花苑”“中央广场B
区”“锦瑞花苑”等 3个先行培育的垃
圾分类“数治小区”，他们根据小区
规模和投放点位的实际情况，共建
设了 3套智能垃圾分类房、5个智能
投放点，安装智能垃圾桶 38只。据

技术人员介绍，这种智能垃圾桶真
正实现了全智能操作、无接触投放，
居民通过刷脸或刷卡、摁按钮自动
开箱，然后将不同的垃圾投放至不
同的箱体内，垃圾箱自动称重，并换
算出积分，再反馈到智能垃圾分类
居民卡上。与此同时，搭建了一个
集数据采集、投放环境监控、数据智
能统计分析、违规投放智能报警、分
类数据驾驶舱等功能于一体的后台
监管系统。

“建设垃圾分类‘数治’小区，最
终目的有三个：第一，在智能设施的
引领、约束之下，让广大居民逐步摆
脱对督导员的依赖，自觉参与到垃
圾分类工作中来；第二，原有小区垃
圾分类投放点位的督导员，将依托
视频督导移动端，利用手机实现一
对多个点位的远程督导，并随着居
民良好投放习惯的养成、垃圾分类
质量的提升，逐步实现从‘减少督导
员’到‘取消督导员’，最终无人看
守；第三，依托后台数据，可以对分
类不到位的业主上门宣传劝导，对
积分高的业主给予物质奖励……尤
其是可以为管理部门后续的决策提
供有力依据与数据保障。”县城市管
理局局长陈斌说。

□ 徐书影 朱海城 冯益军

顶烈日吹海风，建设者汗水浇筑跨海长虹

—— 2022年7月24日刊于江苏学习平台

七月骄阳似火，南黄海边的
气温高达 36 摄氏度以上，咸咸的
海风携带着滚滚热浪扑面而来。
在洋口港黄海二桥施工现场，200
多名工人正顶着烈日搭设支架、
绑扎钢筋、进行焊接。“目前，工程
桩基施工已完成超 90%，下部结
构施工完成超 60%，整个项目计
划于今年底合龙，明年 6 月份交
付验收。”中交二航洋口港 PPP 工
程总承包项目部安全副总监沈华
友告诉记者，现场有 500 多名施工
人员依然坚守岗位，项目部在保
障安全的前提下，有条不紊地完
成每一道工序，全力以赴保障项
目如期推进。

“早上五点钟到现场，中午十点
钟下班，下午三点以后继续施工，
七点下班，同时现场还设置了饮水
点，配有盐汽水、矿泉水等物资。”
黄海二桥工程下构施工带班衡荣胜
告诉记者，他所带领的班小组有 50
多名工人，全部从事下部结构施

工，由于近段时间天气持续高温，
加上工程位于无遮拦的海上，为保
证工程进度和作业人员安全，项目

方采取“避中间、抓两头”的方式，
调整了作业时间，错开中午高温时
段，同时还在现场配备了藿香正气

水、冰西瓜等防暑降温药品和瓜
果，并在所有钢筋房、密闭区域都
加装了通风机、风扇进行降温，确
保在施工有序进行的同时，保障工
人的健康和安全。

沈华友告诉记者，尽管眼下是海
上施工的黄金期，但考虑到人员安
全，项目部适当调整了计划施工量，

“等到气温降下去之后，再通过加人、
加设备将进度赶上来。”

据了解，黄海二桥工程总投资
10 亿元，桥梁总长 10.035 公里，宽
13.1米，设计为两轨车道。桥体位于
黄海一桥东侧，与黄海一桥平行，两
桥间隔 30米。作为连接能源岛与港
区的“主动脉”，二桥正式通车后，黄
海大桥整体运输能力将扩大两倍，
将成为金光、桐昆等重大产业项目
重要的物流运输通道，同时，也能有
效保障中石油江苏 LNG、江苏国信
以及协鑫汇东等接收站液化天然气
槽车外运需要，为“产业港、能源岛”
建设再添助力。

□ 张予钦 朱宇晔 丁甫其 赵亚静

孙庄村

内外兼修靓乡村 诗意田园惠农家

走过一座梦幻般的彩虹桥，仿
佛瞬间置身一幅绝美的田园画之
中。放眼望去，条条村道整洁平
坦，幢幢民居错落有致，座座院落
干净整洁，还有那大棚成片的产业
园，处处充满着生机。田园如诗如
画，乡村美丽宜居。近年来，袁庄
镇孙庄村围绕“生态美、乡风优、产
业特”的要求，全面推进美丽乡村
建设，近日成功入选第九批江苏省
特色田园乡村。

培育特色产业 点燃发展引擎

夏日炎炎，如东县永丰土地股
份专业合作社温室大棚内，一根根
鲜翠欲滴的番茄枝蔓上结满了红彤
彤的果实，吸引不少游客来采摘。
据了解，小番茄一年产量达到 3.75
万公斤，净利润超 50万元。小小番
茄成了带动当地村民致富的“金果
子”。今年 6 月初，村里又投资 300
余万元打造日光大棚二期项目，总
占地约 20亩，明年将形成“釜山 88”
小番茄规模化种植，预计年产量可
达到 15 万公斤，为村集体增收超
200万元。

近年来，孙庄村持续推进产业振
兴，除了 5座日光大棚的小番茄外，
还建设连片钢架大棚 185 亩，种植

“阳光玫瑰”“蓝宝石”等优质品种的
葡萄。816亩的高品质蔬菜基地，主
要种植四季豆、西兰花、大耳菠菜、宝
塔花菜等应季蔬菜，丰富了特色农业
体系。此外，还积极扶持村民开展蚂

蟥、蜗牛、茭白等特色养殖业，促进农
业经济多元发展。

坚持走绿色发展之路，孙庄村是
全县唯一一家获批全省生态循环农
业试点村，村里投资 480万元，开展
水系循环、废料循环、生态防治等工
程，有效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

改善生态环境 绘就幸福底色

“我们孙庄现在是路美、河美、景
美，我们老百姓心里也美滋滋的。”孙
庄村四组村民陈一健感叹近年来村
里环境的巨大变化。

近年来，孙庄村先后投入 1250
万元，以农村垃圾分类、河道综合整
治、农路提档升级为主攻方向，实施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投入 40万
元进行村容村貌打造，疏浚河道
2.49公里，打造生态河 5.7公里，消
除黑臭水体 53 处，建设四好农路
15.98公里。另外，投资 20万元实施
垃圾分类入户收集工作，6 名保洁
员，6辆垃圾转运车辆，1300组双分
类垃圾桶，确保了垃圾的日产日
清。同时建起易腐垃圾处置中心，
不仅能消化农家的厨余垃圾，还能
为村民提供沼气，变废为宝，实现循
环利用，从根本上推动了村庄环境
持续向好。

护好一泓碧水，留住美丽乡愁。
村里认真落实“河长制”，组建起一支

“村干部+老党员+村民”的长效管护
队伍，今年以来累计巡河 486次，发
现问题即查即改。

推进文旅融合 打造诗意栖居

文化的注入让特色田园乡村
更有质感。走进文昌园，漫步在好
人长廊，一张张照片，一段段文字
无声讲述着一个个感人的故事，诠
释着榜样的力量，拓展好人文化内
涵。

走进孙庄村史馆，蓑衣斗笠、扁
担木桶见证了农耕时代的不易；斑驳
的军用水壶、褪色的军装诉说着革命
的艰辛；彩描的瓷缸、精致的煤油灯
承载了改革初期人们对美好生活的
追求……在这里，一百多件实物刻着
深深的时代烙印，真实展现了孙庄村

的变迁。
近年来，孙庄村深入挖掘地域

特色、历史底蕴、文化特点，以农耕
文化为魂、美丽田园为韵、生态农业
为基、村落机理为形，推进农文旅融
合，打造乡村旅游品牌。村里投资
800万元，建造村史馆、长寿广场、林
下空间、闲趣乐园、文昌园、开心农
场等打卡点，打造集文化传播、林地
游乐、青少年教育等于一体的一河
两岸风光带。

诗意的孙庄，正逐渐铺展开一
幅“农业高质高效、农村宜居宜
游、农民富裕富足”的乡村振兴新
画卷。

—— 2022年7月26日刊于江苏学习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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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志愿服务关系民生、连
接民心。我县结合“‘双聚双高’
作风效能优化年”行动，探索“岗
位”“结对”“线上”报到形式，深入

推进在职党员“先锋领治·我报
到”，推动在职党员一线集结，赋
能在职党员积极投身“民呼我应，
民呼我为”。

—— 2022年7月29日刊于江苏学习平台

在职党员“三报到”
吹响服务社区“集结号”

□ 汪晨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