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渊通讯员 王耀杰 记者 李文华冤连日来袁海通
镇针对企业用工难尧本地群众就业难问题袁面向全镇开展用工
招聘活动遥 据不完全统计袁到目前袁有近 300 多个闲置劳动力
找到合适的工作袁 实现在家门口就业袁 帮助企业解了燃眉之
急遥

该镇早在春节前就谋划袁 对全镇 500 多名返乡人员和各
村闲置劳动力情况进行摸排袁了解就业需求遥 在全镇 20 家工
业企业中搜集用工岗位 300 多个袁通过微信公众号对外发布遥
同时袁按照全县统一行动部署袁通过在醒目处张贴标语和用工
信息尧宣传车一周流动宣传尧村干部走村入户发放用工信息等
方式袁力争让每一个闲置劳动力都能够了解全镇用工需求袁找
到满意工作遥

该镇针对工业园区地域面积较大的特点袁 按照方便百姓
就近就业的原则袁组织部分企业在住宅集中区开展以野春风送
岗袁耶职爷等你来冶为主题的企业招聘进社区活动袁让企业招聘
行为更加符合民意尧 贴近民生袁 帮助辖区企业解决用工难问
题遥

海通镇

开展“春风行动”

本报讯渊记者 盛诚 通讯员 刘栋冤年初以来袁县委统战部
结合党史教育袁在全县统战系统开展野百年回响窑同心聚力冶活动袁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
思想袁高标准高质量抓好统战系统党史学习教育袁全面展现广大统
一战线成员在党的领导下携手同心尧共创伟业的良好风貌袁进一步
增强听党话尧跟党走尧与党同心奋斗的政治自觉遥

开展学习袁用野小灶冶夯实野基础冶遥县委统战部把党史学习纳入
部机关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内容袁每周定期集中学习袁做到野读史
明智袁以史鉴今冶袁学深悟透曰党支部开展专题学习袁深入学习历史
上五个统战时期的历史袁 采取现场播放等方式定期组织观看相关
党史纪录片袁谈感想尧说感受曰将党史列入党外知识分子等统战团
体培训内容遥

培强载体袁用野活动冶凝聚野共识冶遥县委统战部开展野同心联结冶
观摩学习活动袁与周边县尧区组成观摩团参观统战历史纪念馆袁重
温红色历史曰充分利用统一战线联谊交友功能袁与党外代表人士开
展联谊交友工作袁组织宣讲会尧知识竞赛等形式多样的活动袁动员
统战成员从百年党史中汲取精神滋养尧凝聚强大动力袁为野十四五冶
起好步尧开好局提供正能量遥

注重实效袁用野思想冶指导野实践冶遥县委统战部充分认识开展党
史学习在提高政治站位尧抓住核心任务尧结合工作实际等三个方面
的重要意义袁勉励广大无党派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朋友袁
通过党史学习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袁切实增强责任担当遥 围绕县
委尧县政府中心工作袁积极探索统战工作在开创新局方面的现实路
径袁凝聚力量增进共识袁服务大局献礼百年袁为书写野争当表率尧争
做示范尧走在前列冶新时代射阳答卷蓄势赋能遥

县委统战部

开展“百年回响·同心聚力”活动

学史明理 学史增信 学史崇德 学史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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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届县委第十三轮巡察进驻情况一览表
县委
巡察组

进驻单位 信访接待地点 意见箱设置地点
举报电话
渊短信冤 电子邮箱 邮政信箱

第一组 zgsyxwdyxcz@163.com
射阳县委巡察工作办公室 渊县行政中心
831 室冤转第一巡察组
邮编院224300

第二组 syxwdsxcz@126.com
射阳县委巡察工作办公室 渊县行政中心
831 室冤转第二巡察组
邮编院224300

第三组 县卫健委南楼 3 楼信访接待室 zgsyxwdwxcz@163.com
射阳县委巡察工作办公室 渊县行政中心
831 室冤转第三巡察组
邮编院224300

第四组
黄沙港镇

及 6 个村居
黄沙港镇人武部 1 楼
东侧信访接待室

黄沙港镇政府大门西侧尧
人武部大门西侧

18361151143 zgsyxwdsxcz@163.com
射阳县委巡察工作办公室 渊县行政中心
831 室冤转第四巡察组
邮编院224300

县委政法委

射阳中学

县行政中心大楼 404 室

射阳中学敦品楼 2 楼信访接待室

县行政中心大楼 4 楼东电梯口

射阳中学南门西侧尧 北门西侧尧
学生公寓楼公告栏

18361151149

18361150945

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县农业农村局

县行政中心大楼 301 室

县国投大厦 7037 室

县行政中心大楼 3 楼东电梯口

县国投大厦北门西侧

县人民医院

县卫健委

县人民医院西门北侧

县卫健委南楼门口东侧

18361151040

盘湾镇
本报讯渊通讯员 梁皓 记者 周蓉蓉冤为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袁 落实中央和省市县委部署要求袁3 月 26 日
下午袁盘湾镇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袁动员全镇广
大干群学党史尧悟思想尧办实事尧开新局遥

会议提出袁自觉抬高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政治责任
感和使命感袁清晰认识到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性和
必要性袁准确把握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目标任务和重点
所在袁紧紧围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点任务袁从理论维度尧
历史维度尧精神维度把握党史学习袁在感悟思想伟力中
增强政治自觉袁 在感受天翻地覆的巨变中增强信念信
心袁在传承红色基因中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遥 聚焦党
史学习教育关键任务袁积极开展系列活动袁以全面学习
党史为重点袁深入了解党的百年奋斗史袁深化对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成果袁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理解袁不断深化对党的历史的系统把握袁明确
继承传统尧立足当前尧开创未来的实践要求袁重点抓好强
基尧铸魂尧凝心尧赋能四大行动遥 紧紧围绕学懂弄通做实
党的创新理论袁坚持学习党史与学习新中国史尧改革开

放史尧社会主义发展史相贯通袁把学党史尧悟思想尧开新
局尧办实事贯穿全过程袁做到学史明理尧学史增信尧学史
崇德尧学史力行遥

会上为参会人员分发 叶论中国共产党历史曳叶毛泽
东尧邓小平尧江泽民尧胡锦涛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论述摘
编曳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曳
叶中国共产党简史曳等四本指定学习材料与学习笔记本遥
野党委为我们准备了精神食粮袁 这四本书我一定按照部
署要求袁原汁原味学尧示范带头学袁带领我们村的党员干
部一起学党史尧铭初心遥 冶参加会议的振阳村党总支书记
陈景表示遥
兴桥镇

本报讯 渊通讯员 于祝龙 记者 李凤启冤3 月 29
日上午袁兴桥镇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袁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袁全面落实省市县委关于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有关部
署要求袁扎实推进全镇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遥

会议提出袁开展好党史学习教育袁政治站位要野高冶袁
各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坚持用党的奋斗历程
鼓舞斗志尧明确方向袁把初心使命变成锐意进取的精气
神袁深刻认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意义遥 目标任务
要野清冶袁通过抓好专题学习尧组织专题培训尧开展野我为
群众办实事冶实践活动袁始终把牢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
目标要求遥 联系实际要野紧冶袁把党史学习教育同推进全
镇重点工作和解决群众实际困难相结合袁真正把学习成
效转化为推动全镇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袁确

保党史学习教育取得实际成效遥 工作作风要野实冶袁把党
史学习教育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抓好抓实袁切实履行
主体责任袁全力保障党史学习教育深入扎实开展遥

会议强调袁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意义深远尧责任重大袁
要积极行动起来袁把党史学习教育激发出来的斗志和热
情袁转化为进位争先尧跨越赶超的实际行动袁充分扬长兴
桥的资源优势尧生态优势尧人文优势袁全力打造以新型工
业为核心尧现代农业为基础尧现代商贸物流为支撑袁集文
化旅游于一体的新兴桥袁努力在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展
现新作为尧取得新业绩袁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遥
县人社局

本报讯渊通讯员 刘德钊冤日前袁县人社局组织机关
全体工作人员观看了中央党校中共党史专题讲座第一
讲视频叶中国共产党为什么野能冶曳遥

通过观看专题讲座视频袁大家进一步弄清楚了中国
共产党成立百年袁为什么能连续执政 70 多年袁引领中华
民族站起来尧富起来尧强起来的根源曰进一步认识到袁中
国共产党是有远大理想追求的党袁是有科学理论引领的
党袁是有选贤任能机制的党袁是有严明纪律规矩的党袁是
有自我革命精神的党袁是有强大执政能力的党遥 大家通
过观看专题讲座视频袁对如何做到学史明理尧学史增信尧
学史崇德尧学史力行袁学党史尧悟思想尧办实事尧开新局的
思路更加清晰了袁纷纷表示将认真履职担当袁努力把党
史学习教育中激发出的工作热情和进取精神转化为攻
坚克难尧开拓创新的强大动力遥

本报讯渊通讯员 李志峰 朱莉冤年初以来袁我县根据市委市政
府要求开展企事业单位历史遗留问题补充办证整改工作 野百日行
动冶袁截至目前袁全县共有 41 家企业通过历史遗留问题补充办证模
式办理了不动产权证书袁实现企业显化资产 16.74 亿元袁实现抵押融
资 9500 万元袁为减轻企业负担尧增强企业活力做出了积极贡献遥

县领导多次召开镇区补办证工作会议袁专题剖析解决企事业单
位补充办证疑难问题遥 各镇区严格执行周报制度和挂钩责任人制
度袁按照野一企一台账冶的要求袁建立整改项目销号机制遥 县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主动摸排整改困难企业袁提请县分管领导定期组织会办解
决堵点袁县政府督查室对补充办证进度实行每周通报制度袁通过责
任到人尧进度倒逼袁全力推进整改工作遥

我县制定宣传方案袁利用新闻报刊尧微信视频号尧抖音等渠道广
泛宣传补充办证工作遥2 月 4 日袁县政府主要领导在市民中心为 6 家
企事业单位举行集中颁证活动袁并邀请其他申报企业代表共同参加
座谈袁鼓励申报企业积极主动整改遥 春节期间袁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实
行野春节不打烊冶和业务联办机制袁加班加点为题桥纺织等 8 家企业
办理了不动产权证书袁为企业及时获得融资提供了支持遥 县住建局
组织专人驻点困难企业袁实行专人跟踪尧陪跑帮办袁提供野面对面尧点
对点冶服务袁全力提速提质提效袁确保提前完成全部整改任务袁打造
不动产登记补充办证的野射阳速度冶遥

县政府主要领导召开企事业单位补充办证专题会办会袁对典型
案例存在问题进行剖析会办尧现场解决曰县政府主要领导尧县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尧县政府分管领导组成 3 人领导小组袁每周召开全县联
席会议尧县分管领导例会尧镇区主要负责人专题会办会袁倒排难点堵
点袁集中力量解决野硬骨头冶遥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发挥牵头协调作
用袁研究文件吃透政策袁每周定期召开联席会议袁组织镇区和职能部
门直接与企业面对面解决疑难问题遥

我县开展企事业单位历史遗留
问题补充办证整改“百日行动”

近日袁 合德镇联合
同心小学尧 射阳县心语
堂青少年心理发展服务
中心尧射阳义工之家尧县
收藏协会等单位共同开
展野老少学党史 共赴新
征程冶建党百年图片展袁
引导广大青少年赓续红
色血脉袁担当时代责任袁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接续奋斗遥

上图为该镇党员干
部正在观看图片展遥

左图为同心小学学
生在观看图片展遥

杨向东 摄

广大市民朋友院
清明将至袁 根据民政部和江苏省民政厅 叶关于做好

2021 年清明节祭扫工作的通知曳精神和野外防输入尧内防
反弹冶的疫情防控要求袁现就做好清明期间祭扫工作温馨
提示如下院

一尧提倡提前祭扫尧错峰祭扫遥 按照惯例袁预计今年清
明祭扫高峰日为 4 月 3 日尧4 日尧5 日袁为防止交通拥堵袁人
员聚集袁敬请广大市民错峰尧错时祭扫遥

二尧提倡公交出行尧低碳出行遥 为避免交通堵塞袁凡到
射阳公墓祭扫的市民可乘坐 12 路公交直达烈士陵园,步
行至公墓遥

三尧提倡网上祭扫尧预约祭扫遥 从即日起袁市民朋友通
过手机微信小程序中搜索尧扫码进入野白事百顺冶袁在首页
点击野祭祀冶袁选择野射阳公墓冶端口进入袁输入逝者姓名袁点
击搜索袁可进入对应墓位进行网上免费祭扫袁寄托哀思遥有
特殊需求或不能前往现场祭扫的市民袁可通过单位电话进
行预约由公墓代为祭扫遥

四尧提倡文明低碳尧绿色生态祭扫遥 移风易俗袁以敬献
鲜花尧系黄丝带或者心愿卡等形式祭奠亲人袁尽量少烧不
烧冥纸冥币袁冥纸冥币尧塑料花不得带入园区袁禁止在园区
内燃放烟花爆竹尧焚烧衣物或其它祭祀用品遥清明期间袁我
园将持续开展野鲜花换纸钱冶活动遥

五尧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遥 疫情就是命令袁防控
就是责任袁生命重于泰山遥凡进入墓园祭扫的市民朋友袁实
行实名登记袁敬请配合提供野苏康码冶袁佩戴口罩袁接受体温
测量袁共同做好疫情防控工作遥

射阳公墓管理处
2021年 3月 30日

公 告3 月 22 日上午袁记者来到位于新坍镇亿阳工业
园区的江苏顺谊高端纺织项目生产车间袁 工人们正
在专心致志地加工毛绒家纺产品遥 野项目于 2020 年
11 月开工建设袁 按照目前的建设进度袁 预计今年 8
月可以全部竣工投产遥 冶项目负责人刘俊茹介绍说遥

该项目由苏州顺谊纺织印染有限公司投资 1.5
亿元建设袁盘活闲置工业用地 80 亩尧闲置厂房及附
属设施 3 万平方米袁主要从事针纺织品尧成品服装的

生产销售遥
野目前已经招录上岗员工 50 余名袁前套织布尧裁

剪生产车间已于今年正月初八正式投产遥 冶刘俊茹告
诉记者袁国内纺织行业竞争激烈袁为此袁他们在设备
上投入了不少袁野我们已经投资 0.65 亿元袁 购置织
机尧双针床短绒提花经编机尧自动裁剪线等设备 250
台套袁基本形成从织造尧裁剪尧整经到成品的全产业
链遥 项目全部投产达效后袁可年产针织短绒 6000 吨袁
预计可实现销售额 1.2 亿元尧税收 300 万元遥 冶

野目前袁 公司有员工 200 多人袁 月工资一般在
4000 到 5000 块钱袁基本上都是本地人遥最近袁我们计
划再招录员工 100 人袁其中本地用工 70 人尧苏州工
厂骨干 30 人袁确保于 6 月份建立健全后套生产线遥 冶
刘俊茹笑着说遥

顺谊高端纺织

“织”出锦绣“钱”程
本报记者 王明月 通讯员 于娟

清明节是中华民族传统节日袁 是缅怀
先辈尧寄托哀思的重要时节遥 为避免清明祭
扫引发的人流聚集袁摒弃传统祭祀陋习袁树
立文明祭祀新风袁清明时节应积极践行野文
明祭祀冶袁让这个野清明节冶更加野清明冶遥

行孝并不是长辈逝世后吹吹打打大张
旗鼓地野厚葬冶袁而是长辈健在时要好好地
孝顺袁使他们安度幸福的晚年遥 提倡厚养薄
葬袁致力于乡村文明新风建设袁应成为社会
的一种新时尚遥

要进一步倡导文明祭祀尧绿色清明袁营
造良好的祭祀社会风气遥 通过悬挂文明祭
祀标语横幅袁 向居民发放 野清明节文明祭
祀冶倡议书袁利用微信群尧朋友圈尧宣传栏等
媒介袁提倡鲜花祭扫尧家庭追思会尧野云上清
明冶网上祭扫等方式祭祀先人袁劝导村民自
觉摒弃不文明的祭祀模式袁 把实地实物祭扫转移到对逝者的
精神文化传承上来袁营造野移风易俗尧文明祭祀尧绿色清明尧文
化清明冶的良好氛围遥

要践行绿色祭扫遥提倡植树绿化尧踏青遥祭等生态环保的
祭祀方式袁倡导以鲜花祭祀尧网络祭祀尧社区公祭等方式开展
祭祀活动遥 反对铺张浪费尧抵制封建迷信袁自觉遵守禁燃禁放
的相关规定袁摒弃烧纸钱尧撒冥币的祭祀陋习袁用真诚的情感
和感恩的心灵追思亲人袁 在传承中华文化中推动社会文明进
步袁用实际行动共同巩固文明创建成果遥

要践行安全有序遥建议外地市民减少返乡祭扫袁合理安排
祭扫时间袁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或错峰祭扫袁避免人流
车流拥堵遥实行分时错峰祭扫的地区袁市民朋友要主动配合墓
区疫情防控工作人员的工作袁服从墓区管理袁到指定场所文明
祭扫袁不扎堆聚集袁不在祭祀活动中妨碍和影响社会公共安全
和基本秩序袁争做文明祭祀的倡导者尧引领者遥

要践行模范带头遥 广大党员干部尧国家公职人员尧共青团
员要以身作则尧率先垂范袁带头遵守疫情防控相关规定袁带头
实行安全尧低碳尧文明祭扫袁用实际行动作表率尧做示范袁争做
文明祭祀尧绿色祭祀尧平安祭祀的践行者尧引路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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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渊通讯员 李瑜 记者 李文华冤连日来袁临海镇
积极行动袁坚持点上抓整治尧面上促提升袁扎实推进镇域人居
环境整治袁努力改善农村村居面貌袁一个个村庄野洗了澡冶尧刷
亮了野颜值冶遥

该镇以人居环境薄弱村整治提升为突破口袁 着力补齐短
板补强弱项袁建立党政班子包村责任制袁镇党委书记带头袁班
子成员每人包挂一个环境薄弱村袁深入村庄一线袁现场查看所
包村庄人居环境整治推进情况袁 走访了解村民对人居环境整
治工作的意见和建议袁并召开现场办公会袁协调解决村庄在改
厕管护尧垃圾整治尧污水治理尧清理私搭乱建等方面存在的重
点尧难点问题袁研究制定整治措施袁明确责任人和整治时限遥 同
时袁镇村两级联动成立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队袁包村干部下沉到
网格党支部一线任队长袁督导落实村庄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遥 村
野两委冶成员尧无职党员等作为街渊巷冤长袁负责街渊巷冤环境整
治尧管护及督促农户落实野门前三包冶等遥

野下一步袁我镇将继续坚持问题导向袁聚焦人居环境整治
提升工作中出现的重点尧热点尧难点问题,精准施策尧靶向发力袁
将全域打造成为耶高颜值爷美丽乡村遥 冶该镇主要负责人表示遥

临海镇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不歇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