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渊通讯员 李古成 记者 周蓉蓉冤日前袁县城建
档案馆在县住建局六楼举办第二次地下管线工程档案业务培
训班袁对全县 13 家管线权属单位尧4 家测绘公司共 24 名工作
人员进行测绘技术规程与文件归档规范方面的业务培训遥

培训会上袁山东正元地球物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工程师尧
项目经理郑虎讲解 叶国家地下管线探测技术规程曳叶盐城市地
下管线探测技术规程曳袁以及这两个技术规程的差异点尧管线
数据格式等内容遥

县城建档案馆

开展地下管线
工程档案业务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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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袁盘湾镇裕民村社区彩旗招展袁热
闹非凡袁居民群众满脸喜悦袁正在翘首等待
裕民村野供销 e 站冶开业遥 这是县供销社系
统投资建设的 6 家野供销 e 站冶综合服务体
项目之一袁 也是供销社村级综合服务社的
野升级版冶遥

近年来袁县供销社按照野新农村社区建
在哪里袁 综合服务项目建到哪里冶 的总要
求袁 全力推进新农村社区综合服务项
目要要要供销 e 站建设袁按照统一设计尧统一
标识尧统一模式尧统一管理的要求袁坚持高
标准设计尧高质量建设尧快速度推进袁着力
打造供销社服务野三农冶品牌袁为引领农民
享受高质量生活尧促进农村高质量发展尧推
进农业现代化建设尧 促进乡村振兴贡献供

销力量遥
步入野供销 e 站冶袁映入眼帘的是规范

的野中国供销合作社冶标识和野供销 e 站冶店
堂招牌袁店堂里呈现的是摆放有序尧琳琅满
目的各类商品噎噎

随着新农村社区建设步伐的加快袁农
民居住相对集中袁生产生活资料需求量大袁
供销合作社创新组织体系尧转变服务方式尧
优化商业模式袁成为新的时代要求遥野耶供销
e 站爷克服以往村级服务村建设规模小尧标
准低尧 项目运营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弱的短
板袁采取社村签订合作共建协议袁为打造新
供销服务品牌提供了硬件支撑遥冶县供销社
负责人介绍说袁野供销 e 站冶 项目总投入约
1500 万元袁经营建筑面积约 3500 平方米袁

采取供销社独资建设尧村委会先建后租尧委
托国有投资集团代建等模式袁 既保证项目
投资主体多元化袁又保证项目建设高效率遥

野耶供销 e 站爷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够服
务社区生产生活袁解决农民年龄偏大尧交通
不便尧信息不足的问题袁真正诠释供销合作
社耶姓农为农务农爷的服务宗旨遥 冶裕民村
野供销 e 站冶负责人董永宏告诉记者袁野供销
e 站冶的服务按照野社区农户有什么需求袁
供销社就提供什么服务冶的总体要求袁实行
野两超渊生活尧生产超市冤三站渊电商尧物流尧
便民服务站冤一中心渊农民培训冤+n渊农业
社会化服务冤冶服务模式袁市场化运作袁为农
户提供方便尧高效尧周到的服务遥

野有了这个耶供销 e 站爷确实方便多了袁

田间施肥尧 农机作业都可以做到全程托
管遥 冶裕民村村民林家强开心地说袁有了这
些特色服务袁 社区生活越来越便捷遥 据了
解袁在野供销 e 站冶除了有生活日用品超市
和农业生产资料超市及电商尧 物流等基本
便民服务项目袁还设立物业尧卫生室尧农民
培训等公共服务项目袁 真正让社区农户享
受城市化生活遥

自去年 9 月全县首家野供销 e 站冶开工
建设以来袁野供销 e 站冶 建设在县内全面推
开遥 县供销社负责人表示院野我们将紧紧围
绕建设耶供销 e 站爷塑造新农村社区综合服
务品牌为抓手袁不断优化服务内容袁创新服
务模式袁真正让耶供销 e 站爷走入寻常百姓
家遥 冶

野供销 e 站冶益万家
要要要 县供销社推进新农村社区综合服务纪实

本报记者 彭岭 通讯员 沈祥 本报讯渊通讯员 柏安璇冤日前袁兴桥镇组织镇
机关青年党员尧退役军人尧志愿者尧群众代表前往镇
退役军人服务站袁 开展 野永远跟党走袁 奋进新征
程要要要退役军人讲党史冶主题宣讲活动袁从野光辉岁
月尧新兵入伍尧光荣之家冶三个方面中详细了解全镇
退役军人的昨天尧今天与明天袁系统回顾镇内老兵的
参军经历尧 军旅时光和各级党组织对老兵的关心关
爱遥

参观完毕袁曾经的军人尧如今奋斗在各行各业的
代表们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袁一一上前袁道出退役军
人爱党爱国的心声遥 镇机关工作人员刘冬虎从自己
16 年的军营生活出发袁分享党史学习的心得体会曰跃
中村党支部书记王瑞勇从村居发展着手袁 畅谈党史
学习的价值效用曰 幸福居民兵连长沈维东从党的发
展进程入手袁抒发珍惜幸福生活的真实感受曰原津哨
村党支部副书记孙志法从自己的退休生活切入袁表
达对党和国家的感激之情遥 活动最后袁全体党员重温
入党誓词袁用铿锵有力的声音袁再次表明对党的无限
忠诚与热爱袁 使在场的每一位同志都受到一次深刻
的党性教育和精神洗礼遥

兴桥镇

开展退役军人讲党史主题活动

本报讯渊通讯员 张建忠冤野李老爹袁今天我和同
事王红娟一起登门给您老上党课袁今天我们学习叶中
国共产党简史曳第 240 页叶党的十二大和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全面展开曳噎噎冶日前袁射阳农村商业银
行西部片区党支部书记尧 海河支行行长吴广来到老
党员李德洋家中宣讲党史遥

李德洋在听完党课后笑呵呵地对笔者说院野我
1966 年 9 月入党袁 特别是到信用社工作后袁 处处带
头袁 以一名优秀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袁 组织资
金尧收回到期贷款袁我是第一个往前冲噎噎冶

为了把县委关于党史学习教育的要求落到实
处袁 射阳农村商业银行各党支部对因身体以及年龄
等原因不能参加支部组织学习教育的党员袁 尤其是
对 50 年党龄以上的老党员并且符合颁发野光荣在党
50 年冶纪念章的孙垣尧马玉龙尧刘德远尧申崇富尧蔡洪
生尧邹耀华尧陆亚珍等 11 名老党员一户不漏袁组织党
员志愿者登门送学袁请他们讲述自己当年奋斗故事袁
重温入党誓词袁使老党员思想受到深刻洗礼袁引导大
家感党恩尧听党话尧跟党走袁为射阳农商银行业务经
营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力所能及的力量袁 以优异的
成绩向建党一百周年献礼遥截至目前袁该行已送学 50
多人次遥

射阳农商行

将党史知识“送进”老党员家

本报讯渊通讯员 张洋洋 张建忠冤5 月 31 日一大早袁长
荡镇宏才社区民兵营长林月明就来到居民董志林家宣传夏季
秸秆野双禁冶知识遥 这是该镇打好夏季秸秆野双禁战役冶的一个
镜头遥

5 月下旬以来袁该镇把夏季秸秆野禁烧冶作为当前工作的
重中之重袁成立工作领导小组袁要求机关党员干部到村渊居冤尧
通告张贴到点渊线冤尧宣传发动到人尧野双禁冶承诺到户尧巡查小
分队到组的野五个全覆盖冶遥

工作责任再明确遥 该镇包村渊居冤干部全部深入到村渊居冤
督查指导袁各村渊居冤再将任务下达到各小组袁小组长将承诺书
分发到村民袁层层细化工作责任遥

宣传力度再加大遥该镇印发 1 万多份叶致全镇广大农民朋
友一封信曳袁农户一一签订野自觉禁烧禁抛秸秆袁加强综合利
用冶一封信回执曰在冈合线等交通要道口刷写宣传标语 15 条袁
各村渊居冤张贴宣传标语 50 条以上袁广播宣传每天不少于 6
次袁进一步造浓夏季秸秆野双禁冶氛围遥

惩罚措施再明确遥该镇出台相关惩处措施袁对农户焚烧秸
秆被查实的袁由村居按照村民自治办法袁视情况予以一定金额
的罚款曰 对镇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尧 教师及其他单位职工
渊包括离退职人员冤带头焚烧和乱抛秸秆者袁一律依纪进行处
理袁并取消年终评优资格曰对党员带头焚烧和乱抛秸秆的袁年
终取消评优资格袁野评定升冶降格评定曰对焚烧和乱抛秸秆禁而
不止造成严重后果的袁移交公安部门依法处理曰对未按规定安
装切碎装置的机械袁不得参与农田作业袁如有发现按村规民约
予以重处遥

督查力度再加大遥 该镇做到 24 小时不间断尧实行监控全
天候袁做到有火必禁尧有烟必查尧有污必管袁确保无死角袁力争
野三夏冶期间野不烧一把火袁不冒一处烟袁不抛一把草冶遥

长荡镇

打好秸秆“双禁战役”

本报讯渊通讯员 陈建康冤5 月下旬以来袁县农牧渔
业总公司组织农机专业技术人员对辖区内农田作业机
械再次进行检测袁确保运转正常袁安全无事故遥 这是该公
司抓农机安全保平安夏收的又一举措遥

县农牧渔业总公司共有农机作业面积 1.8 万亩袁拥有
1 个农机合作社尧60 台渊套冤大型农业机械遥 早在 4 月底袁
该公司就邀请县农机监理所来公司举办农机安全生产专

题培训袁对收割机尧拖拉机等农田作业机械进行检验遥
为确保夏季生产安全无事故袁该公司重点重抓农机

作业安全袁 与农机手签订夏季农田作业安全责任状袁实
行人尧机尧证对号入座袁要求农机手不得随意将农田作业
机械借给他人使用袁机械不得带病作业袁并进一步落实
不得饮酒驾车尧不得疲劳驾车尧接粮车不得随意站人等
严防安全隐患的规定遥 要求从 6 月份起袁农机协管员到
岗到位袁全天候监管农机运行情况袁对外来作业的农业
机械严格执行农机安全生产准入制袁与本公司农田作业
机械一并管理遥 截至目前袁该公司农机条线全体人员严
阵以待袁60 台渊套冤大型农田作业机械检修完毕遥

县农牧渔业总公司抓农机安全保夏收平安

野刚才袁我代表村两委提出的今年凤凰村开展耶政
治爷耶德治爷耶法治爷耶智治爷耶自治爷 等五治融合的建议袁其
中耶智治爷是打算在村内交通要道安装耶智慧爷探头袁同意
的请举手遥 冶这是 5 月 20 日袁在合德镇凤凰村主题党日
活动上袁 村党总支书记邱安健把建议向到会的党员代
表一提出袁台下 35 名党员便开始热烈讨论遥

近期袁 凤凰村党总支积极组织党员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袁围绕乡村振兴问计于民遥 依据村民尧党员的意见
建议袁该村计划为全村 15 条道路安装 30 多个野智慧冶探
头袁形成覆盖全村的监控网络遥

野安装耶智慧爷探头是社会发展需求袁一是势在必然曰
二是顺势而为曰三是合力造势遥冶邱安健说袁野请到会的党

员尧村民代表对安装耶智慧爷探头一事发表意见遥 冶
野在村内的交通要道安装耶智慧爷探头是好事袁我双

手赞成遥 冶该村党员黄干成首先说遥
野安装耶智慧爷探头是有利于全村治安的大好事袁我

热烈拥护尧大力支持遥 冶旁听的群众代表张成才激动地
说遥

噎噎
一石激起千层浪袁台下党员和群众代表一个接着一

个袁像连珠炮一样发表意见遥
最后袁通过举手表决袁该村安装野智慧冶探头的提议

全票通过遥

小村意见征集会
本报记者 杨向东

本报讯渊通讯员 张文绘 记者 李文华冤近年来袁四明
镇聚焦乡村振兴袁 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袁 促进农民持续增
收袁实现农业大镇向农业强镇的转变遥

培强农业产业遥该镇立足农业园区野五有五高冶标准袁做大
做强食用菌产业示范区袁建成集研发尧生产尧深加工于一体的
全产业链袁不断提升园区生产经营效益和示范带动能力袁确保
2025 年创成省级示范农业园区遥 坚持以发展野绿色菜园尧生态
果园尧休闲花园冶为导向袁扩规模尧提水平尧显特色尧增效益袁切
实做好产业富民大文章袁新增高效设施农业 5000 亩尧稻田综
合种养 10000 亩尧食用菌投料量 3 万吨袁申报野二品一标冶产品
认证 3 个遥

改善农村风貌遥 该镇要求每年新增成片造林不少于 200
亩袁绿化覆盖率提升 1%以上袁新建 1 个绿美乡村曰聚力打造高
标准农田示范提升区域 6 个 5.06 万亩袁建设全县高标准农田
示范区曰打造射阳大米基地项目区袁建设千亩以上优质稻米基
地 4 个尧稻田综合种养示范区 1 个曰实施农药化肥控减和农业
生产废弃物整治行动袁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覆盖率达 93%袁规模
养殖场粪污治理率达到 95%以上遥

促进农民增收遥 该镇稳定粮食面积 27 万亩袁确保粮食安
全遥 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袁提高农业经营效益袁每年新
发展家庭农场 10 家袁培育市级以上示范合作社 2 家袁培训新
型职业农民 1000 人以上遥 大力发展野农业+冶模式袁延伸大米尧
食用菌等产业链条袁激活电子商务平台袁实现订单式生产尧网
络化销售袁形成产加销协调尧农工贸一体的融合发展格局遥

四明镇

做活“农”字文章

6月 1日下午袁县社会
体育指导员协会在黄沙港
镇海丰社区举办庆祝建党
100 周年东片区文体交流
活动袁来自黄沙港镇尧海通
镇尧兴桥镇尧射阳盐场共 12
支代表队 150 多名广场舞
爱好者参加交流展示遥图为
舞蹈叶十谢共产党曳遥

王荣 摄

图淤为射阳农业大数据平台对全县农业数据进
行实时监测遥

图于为种植户在与智慧农业机器人野小慧冶交谈遥
图盂为县农业试验示范基地通过物联网平台袁实

现农业可视化远程诊段尧远程控制尧灾变预警等智能
管理遥

近年来袁 我县依托丰富的生态资源袁
大力发展野互联网+农业冶野物联网+农业冶袁
加速现代农业数字化尧 智能化发展步伐袁
全面提升农业产业发展水平遥

彭岭 摄

淤

于

盂
各镇人民政府袁各区管委会袁县各
有关部门和单位院

为加强对 2021 年高考尧中考期
间渊6 月 3 日至 6 月 18 日冤环境噪
声监督管理袁 保证考生在高考尧中
考期间有一个安静的学习尧考试和
休息环境袁现将加强高考尧中考期
间环境噪声污染控制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院

一尧 依法严格控制噪声排放遥
县城范围内袁自 2021 年 6 月 3 日至
6 月 18 日期间袁每天 20院00 至次日
凌晨 6院00袁 其中 6 月 7 日至 6 月 9
日和 6 月 16 日至 6 月 18 日为全天
24 小时袁禁止下列活动院

渊一冤建筑及装潢施工作业曰
渊二冤营业性文化娱乐场所边

界噪声超标排放曰
渊三冤噪声扰民的露天娱乐和

集会等活动曰
渊四冤使用高音广播喇叭曰
渊五冤冷作加工点产生噪声污

染作业曰
渊六冤挖掘尧运送渣土产生噪声

污染作业曰
渊七冤考点尧驻点附近进行道

路尧桥梁施工作业曰
渊八冤燃放烟花爆竹遥
二尧加强对环境噪声污染的监

督管理遥 县生态环境尧公安尧住建尧
市场监管尧文旅尧城管尧交通等部门
以及经济开发区尧合德镇要各司其
职袁强化宣传引导袁利用张贴公告尧
媒体宣传尧流动宣传车宣传等方式
提升广大群众知晓率袁组成联合执
法检查组袁对噪声污染情况开展联
合监督检查巡查袁对违反法律尧法规及上述有关规定的单
位和个人袁依法严肃查处遥

三尧充分发挥舆论监督作用遥 县新闻单位要充分发挥
舆论监督作用袁加强对高考尧中考期间噪声污染控制的宣
传工作袁在报纸尧电视尧广播尧网络等媒体上公布举报电话袁
对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行为进行社会监督遥 举报电话如
下院县公安部门院110曰县住建部门院68035599曰县城管部门院
82370006尧82397128渊晚冤曰县交通部门院12328曰县文旅部
门院82309955曰县市场监管部门院12315曰县生态环境部门院
82332411遥

特此通知遥
射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 6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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