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渊记者 仇珺冤野通过今天的耶四史爷教育电影课袁我们
进一步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袁 坚定了共产主义理想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遥 冶5 月 29 日上午袁在观看电影叶长征曳后袁
县委宣传部文化科科长林冀对记者说遥 当日上午袁县委宣传部在
县城吾悦广场星轶影城组织全体工作人员观看野四史冶教育电影
叶长征曳袁接受一堂特别的红色教育课遥

该影片展示了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战略大转移的历
史场景袁场面恢宏壮观袁真实再现了红军当年长征所遇到的种种
艰难险阻袁讴歌了红军勇于挑战自我极限尧敢于战胜恶劣的自然
和社会环境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遥

在观影过程中袁大家被其中的故事情节触动袁感慨颇多遥 野今
天看完电影袁我感受到现在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袁我被电影中红
军战士浴血奋战尧奋不顾身的精神深深震撼袁长征精神值得每一
代人铭记遥 冶宣传部工作人员戴超表示袁作为一名新时期的中共
党员将坚定信念袁 恪守初心使命袁 传承党不畏艰难险阻奋勇前
进尧面对挑战迎难而上的优良作风遥

观影活动结束后袁 大家仍然沉浸在影片带来的震撼之中遥
野通过党史学习教育袁 不断教育引导机关党员干部铭记英烈事
迹袁汲取砥砺奋进力量遥 冶县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袁野下一步袁
我们将继续强化党史学习教育袁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袁进一步加
强党性锻炼袁更大程度提升宣传能力和服务人民群众的水平袁切
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袁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 100 周年遥 冶

县委宣传部

组织观看“四史”教育电影

5月 30日上午袁团县委联合县心理咨询师协会尧县心语堂青少年心理发展服务中心的心理咨询师志愿者袁
为陈洋中学的部分高三学生进行考前心理压力疏导遥 图为心理咨询师正在和学生玩兔子舞游戏袁帮助学生缓解
考前压力遥 杨向东 摄

5 月 28 日一大早袁县农牧渔业总公司操场上排起
了长长的队伍袁来自射阳港经济开发区的企业尧社区职
工尧居民纷纷前来接种新冠肺炎疫苗遥 七点整袁海通卫
生院 10 多名医务人员开始工作袁测体温尧登记尧录入尧
注射疫苗等有条不紊地忙碌起来遥

县农牧渔业总公司作为射阳港经济开发区疫苗接
种点袁担负着 10000 余人疫苗接种的服务工作遥为确保
疫苗接种有序展开袁该公司成立服务小组袁落实车辆停
放场地尧人员等候场所尧医务人员工作场所尧接种人员
留置休息场所等袁配备电脑尧桌椅尧饮水机等袁主动协助
医务人员尧志愿者做好秩序维持尧情绪控制尧特殊情况
处置等工作遥 截至 5 月 28 日中午袁县农牧渔业总公司
疫苗接种点已接待 16 批次尧5600 人次遥

接种点上好忙碌
本报通讯员 陈建康 张丽芹

本报讯渊通讯员 刘德钊)年初以来袁县人社局以
推进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为抓手袁 统筹做好职业技能培
训尧企业新型学徒培训尧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等工作遥

建立健全考核机制遥该局出台 2021 年职业技能提
升行动考核办法袁将培训任务分解到各行业主管部门袁
对培训组织实施尧 过程监管和补贴审核等提出明确要
求曰将城乡劳动者就业技能培训尧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
能培训等指标纳入县委尧 县政府对镇区考核和人社工
作考核遥

充分发挥企业作用遥 该局充分发挥企业培训主体
作用袁 组织远景能源尧 金港特种纱开展企业自主培训
100 多人曰稳步推进职业技能等级制度袁积极动员条件
具备的企业申报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机构曰 指导已备案
的认定机构扎实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袁 逐步扩
大评价范围袁严格监督管理袁确保认定质量遥

大力推行新型学徒制遥该局建立人社部门牵头尧各
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尧 协同推进的工作机制和公开透明
的培训监管机制袁 对培训过程尧 培训结果进行实时监
控袁严格考核验收曰深入企业走访调研袁针对企业职工
队伍技能素质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袁 共同研究制定切
实可行的培训方案遥

县人社局
推进职业技能提升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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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渊记者 张宏伟冤5 月 31 日上午袁县青年工作联席会
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县行政中心一楼西会议室召开遥 县委常委尧
组织部部长尧统战部部长尹胤祥出席会议并讲话遥

尹胤祥要求袁各镇区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袁深刻把握青
年工作的重要意义袁切实增强做好青年发展工作的责任感尧使命
感袁为广大青年搭建展现作为尧贡献力量尧追逐梦想的舞台遥 要聚
焦工作重点袁把握政治引领袁紧扣建党 100 周年重要节点袁用好
野四史冶教育鲜活教材袁强化爱国主义教育袁深入实施青年人才建
功高质量发展行动遥 要为青年成长成才搭建平台尧提供野一站式冶
服务袁加大对困境青少年的社会保障力度袁深入推进野童享阳光窑
圆梦行动冶野梦想改造+冶等关爱工程袁构建野党委政府主导尧职能
部门联合尧社会力量参与冶的一体化社会关护机制遥 要强化部门
联动尧责任担当袁切实凝聚形成做好青年工作的强大合力袁着力
宣传中央和省市县关于青年工作的重大战略思想和方针政策袁
引导支持青年社会组织参与 叶江苏省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
渊2019-2025 年冤曳实施袁确保各项目标任务如期高质量完成袁为谱
写野争当表率尧争做示范尧走在前列冶射阳篇章汇聚磅礴的青春力
量遥

会议传达省尧市青年工作联席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精神尧汇
报 2020 年省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在射阳落实情况曰 县人社局尧
教育局尧农业农村局尧合德镇等部门和镇区相关负责人作交流发
言遥

县青年工作联席会议
第二次全体会议召开

本报讯渊记者 徐武星冤5 月 31 日下午袁县委常委尧常务副县
长凌晓东带队巡查黄沙港袁详细了解河道治理尧生态保护措施落
实情况袁并就河道治理等工作提出具体意见遥

凌晓东要求袁相关镇区和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袁盯住
关键环节袁对辖区内河道存在问题进行深入细致地排查袁强化政
策宣传袁建立问题清单袁制定对应的整改措施袁确保形成长效管
理野责任链冶袁抓紧抓实抓牢河长制工作遥 要坚持常态化管理袁加
强与有关部门协调联动袁全面落实河道长效管护工作袁确保不出
现反弹遥 要加强全面治理袁从严整治沿河排污企业袁依法取缔沿
河规模畜禽养殖袁有效控制农业生产污染袁全力推进野三乱冶整治
工作袁用实际行动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袁切实把黄沙港管理
好尧保护好尧治理好遥

县领导带队巡查黄沙港

本报讯渊通讯员 李瑜 记者 李文华冤连日来,
临海镇以禁烧秸秆治污降霾为当前生态环保工作重
点,多措并举,坚决守住生态红线,坚决打赢野蓝天保卫
战冶遥

宣传教育全方位遥 该镇科学统筹工作任务,入户宣
传秸秆禁烧工作,在主要街道尧路口尧村头张贴秸秆禁
烧公告尧悬挂横幅,出动宣传车辆对秸秆禁烧公告进行
巡回宣传,确保秸秆禁烧家喻户晓曰镇分管干部入户走
访袁逐户发放秸秆禁烧告知书尧签订责任书遥

监管巡查全天候遥 该镇形成镇级专项督查和各村
自主巡查相结合的全面监管体系, 以两条主线并行同
步的方式开展专项督查曰镇农业农村局全员出动袁进村
开展为期一周的专项督查, 对督查发现的问题现场交
办现场整改曰各村网格员对本村实行常态化的巡查,做
到村不漏组尧组不漏户尧户不漏人,确保全镇范围内野不
燃一把火尧不冒一处烟尧不见一块黑斑冶遥

考核整改全过程遥 该镇下发禁烧秸秆专项督查通
知,将专项督查结果与各村年度目标考核挂钩,对督查
中发现的问题对照标准在各村年度目标考核中扣分,
并对当事人进行处罚遥 在镇级专项督查结束后召开问
题交办会, 对各村存在的问题进行通报并要限期整改,
镇建设和生态环境局对各村的整改结果逐一进行核
实,确保问题及时整改到位遥

临海镇

打响“蓝天保卫战”

本报讯渊通讯员 袁青 成麟祥冤年初以来,盘湾镇始终把
党风廉政建设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多措并举筑牢反腐倡廉野防火
墙冶遥

重抓警示教育,力促党员干部知敬畏,筑牢不想腐的心理防
线遥 该镇坚持把党员干部廉洁自律教育作为日常工作中的必修
课,融入党员干部工作尧学习尧生活每一个环节,结合野不忘初心尧
牢记使命冶主题教育尧党史学习教育尧野510冶警示教育尧党员大党
课尧典型案例尧重点工程建设尧财务收支管理尧八小时以外管理
抓教育,确保廉洁自律教育常态长效遥

重抓行为规范,力促党员干部严自律,筑牢无法贪腐的坚固
壁垒遥 该镇在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的同时,根据
镇情实际,从镇村(社区)财务收支管理尧工程建设尧兴办实事尧工
作生活作风等方面建立健全 14 项规章制度,全面织密防止腐败
的野篱笆冶遥

重抓问题防范,力促党员干部重廉洁,筑牢不敢贪腐的高压
野电网冶遥 该镇以正风肃纪村居行和专项巡察检查尧工作生活作
风明查暗访为抓手,不断将党风廉政建设推向纵深,既聚焦重点
岗位尧重点工程,又关注日常细枝末节尧野小病小痛冶,苗头性问题
及时扯袖提醒,个性化问题立即介入严惩,并及时公开曝光通报,
让全体党员干部深刻认知野莫伸手,伸手必被捉冶,上紧不敢腐的
野紧箍咒冶,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生态遥

盘湾镇

筑牢反腐倡廉防线

本报讯渊通讯员 邓寒青冤在野六一冶国际儿童节来
临之际袁为切实增强青少年法治观念袁护航青少年健康
成长袁助力平安校园尧法治校园建设袁县法院联合县明
达双语小学开展野法润校园 护航青春冶系列活动遥

举办一次野模拟法庭冶遥 组织明达双语小学的 120
多名学生来到县法院袁走进审判法庭遥 为了让学生们
更加直观地了解审判流程袁该院选取一起盗窃案作为
庭审素材袁编写模拟法庭剧本遥 在法官的引导下袁11 名
学生分别客串审判长尧审判员尧公诉人尧辩护人尧书记
员尧法警等角色袁各司其职开展模拟庭审袁完整演绎了
法庭准备尧法庭调查尧法庭辩论尧公开宣判等庭审过
程袁亲身体验了法律的庄严和神圣遥 旁听庭审的同学
零距离感受司法的公平正义遥

举行野法治教育园地冶揭牌仪式遥 县法院与明达双
语小学将进一步加强法治教育共建合作袁通过巡回审
判进校区尧法院开放日尧模拟法庭尧法治宣讲等方式常
态化开展青少年法治教育袁使法治教育更加紧密联系
学生的日常学习尧生活袁切实提高全校师生的法治意
识袁推动构建美丽和谐法治校园遥

开展一堂法治教育课遥 县法院民一庭副庭长陈红
春结合民法典相关法条及贴近学生日常生活的事例袁
围绕刑事和民事责任年龄的界定尧 限制行为能力尧监
护人制度等方面漫谈法律知识袁引导学生自觉学法尧知
法尧守法袁克服不良思想尧抵制不良行为袁提升自我防护
意识袁在勇于承担责任的同时袁也勇于运用法律武器维
护自身合法权益遥

县法院开展“法润校园 护航青春”系列活动

本报讯渊通讯员 董书池冤连日来袁县市场监督管
理局兴桥分局组织人员袁对餐饮行业厨房食材尧厨具存
放尧洗涤环境以及地面卫生尧餐厨垃圾处理尧餐具消毒
等情况进行专项检查袁 对部分餐饮单位存在的索取供
货商证件和单据不全尧制作器具无明显区分存放标识尧
餐具消毒台账不全等问题落实全面整改遥

该分局以创建省级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为契机袁深
入落实抓好食品安全四个野最严冶要求袁全面提高食品
安全质量和保障水平袁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尧幸福
感和满意度袁目前已出动 70 人次袁对辖区内 50 余家餐
饮单位进行检查遥

该分局负责人表示袁下一步袁将摸底涉及食品安全
的经营户袁排查安全隐患袁集中力量整改共性问题和个
性问题袁落实野三要三提升冶要求袁造浓宣传氛围袁进一
步扩大群众知晓面袁提升知晓率曰对照创建要求袁进一
步整改完善袁提升长效管护机制曰落实主体责任袁让规
范形成常态化 袁提升创建整体品质遥

县市场监管局兴桥分局力保“舌尖上的安全”

县十五届六次党代会提出袁 要推动农业产业化尧标
准化尧品牌化尧智慧化袁促进农业更强尧农民更富尧农村更
美遥 近年来袁我县农业生产逐渐走出传统耕作模式袁从单
一的产业链条向精深加工多条产业链延伸袁传统农民向
新型农民转型袁走上了特色化尧科技化尧信息化的现代农
业发展之路遥

野特色+冶走出发展新路径遥野我们今年主要种植的品
种是美早袁这个品种的车厘子在国内种植较为广泛遥 头
年种植的产量袁一株可以达到 5 公斤左右袁亩栽 200 多
株遥 冶日前袁在射阳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凤谷樱歌采摘基
地袁上海孙桥溢佳农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射阳分公司总

经理程明强忍不住喜上眉梢遥 他向记者介绍袁凭借独特
的技术优势袁 明年的车厘子有望在 3 月份提前上市袁弥
补国内水果的空档期遥 整个基地的年产量预计可以达到
400 吨左右袁年创收 3000 万元以上遥 产业特色化是我县
现代农业发展的一大亮点遥 如今袁我县已形成野南桑尧北
蒜尧东渔尧西粮尧中蔬菜冶的空间布局袁拥有射阳大米尧大
闸蟹苗尧西葫芦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4 个袁苏菊尧桃园家
饰等中国驰名商标 4 个袁获得野中国优质粳稻之乡冶野中
国蟹苗之乡冶野中国平菇之乡冶等 10 多项国字头称号袁射
阳白菊花生产基地被认定为省特色农产品优势区遥

野电商+冶拓展发展新空间遥日前袁在国家级中心渔港
黄沙港的渔港创客中心袁两位主播仅用了短短一个小时
的现场直播袁就将本地产的海鲜鱼丸在各大网络平台上
全面展示袁摇身变为野新晋网红冶遥 借助野互联网+冶袁跳出
单一农业生产袁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袁一批农村新
产业尧新业态在我县加速形成遥 兴桥镇跃中村依托电商
产业袁让蜂蜜尧土鸡蛋尧五谷杂粮等土货野飞进冶大中城
市袁大幅增加了村民收入曰射阳经济开发区桃园村凭借

田园风光和草编工艺成为野网红冶袁引来八方客人袁带火
了乡村旅游曰洋马镇的鹤乡菊海尧四明镇的紫薇园尧千秋
镇的阳河湾等景点袁通过微信公众号等进行推广袁游客
成倍增加遥

野智慧+冶迈开发展新步伐遥集展示尧大数据尧检测尧产
学研尧培训于一体袁运用野互联网垣农业冶的智能化尧系统
化智慧农业综合服务的现代农业服务中心袁已然成为我
县发展现代农业尧智慧农业的野引擎冶和野大脑冶遥 在这里袁
用电脑监测农田尧手机操控农事袁坐在办公室即可种田尧
养殖遥野您看这个屏幕袁根据水温尧PH 值尧溶解氧数据袁自
动控制增氧机尧投料机遥 也可以通过监测水位进行节水
灌溉袁结合土壤的肥力进行精准施肥遥 冶县农业农村局工
作人员介绍道袁我县的农业大数据平台紧扣国家数字乡
村的要求袁对野三农冶进行数字化尧智能化尧智慧化管理袁
融合了农业农村尧自然资源尧发改尧交通运输尧公安等各
项涉农数据袁以 GIS 一张图的形式展现袁涵盖了产业兴
旺尧生态宜居尧乡风文明尧生活富裕尧治理有效五个维度袁
实现监管尧服务双统一遥

野特色+冶野电商+冶野智慧+冶要要要

我县为现代农业野深蹲助跑冶
本报记者 王瑾

趣味游戏尧变装游园会尧场景体验噎噎6月 1日袁县机关幼儿园组织开展了精彩纷呈的庆祝活动袁让孩子们
在欢声笑语中度过愉快而又充实的野六一冶儿童节遥 图为趣味游戏活动场景遥 彭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