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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一峰 丁然）
金秋来临，稻谷飘香，第四届中国
农民丰收节如约而至。今年我市
推出庆丰收、感党恩“1+3+7”系
列活动，突出渔业主题，展示东台
大粮仓风采，助力乡村振兴。

“1+3+7”即 1个主会场开幕
式，3个分会场互动，7项系列活
动。主题活动开幕式9月23日在
如诗如画的渔乡巴斗举行，现场
为新创地理标志农产品、十佳新
农人代表颁发证书。即将举办的
活动包括首届“青蟹王”颁奖及竞
拍、特色农产品展销、沿海美食
节、文艺演出、“乡村振兴看我家”

摄影展、邀请知名主播和网红抖
音直播丰收节等等。

第三届全市农民趣味运动会
于弶港主会场和安丰、五烈、三仓
三个分会场同时举办。送技术、
送文化、送健康“三下乡”活动结
合农民丰收节活动主题，编排一
批精品节目、印制一批实用手册、
组织一批专家能手，将技术文化
健康送到田间地头。弶港镇组织

“一日小渔民”研学体验营，节日
科普游、稻画农耕游、柿子文化
节、金秋品蟹游等，城乡居民皆可
参加，游览美丽东台，感受丰收喜
悦。

庆丰收 感党恩

系列活动邀请您
乐享金色丰收季

本报讯（记者 唐雅）9月16日，
市委副书记、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
记潘亚军到经济开发区开展“两在
两同”建新功走访调研，了解基层情
况，倾听服务需求。

在科森科技东台有限公司，潘
亚军进企业入车间，详细询问企业
产品性能、市场拓展和产学研合作
情况等，对企业智能化发展表示肯
定。在科森智能穿戴及通讯终端精
密电子项目施工现场，潘亚军察看
了项目进度和施工安全，他勉励企
业要抢抓发展机遇，一举跨入产业
高端和智能终端行列。

在富新村新党群服务中心和周
边安置小区，潘亚军细致了解了发
展规划和建设情况。他指出，要明

确城市社区功能定位，科学合理谋
划布局，打造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
需求的新党群服务中心。同时，相
关部门要主动作为，形成合力、全力
攻坚，让人民群众早日住进高质、宜
居的安置房。

随后潘亚军来到困难群众张斌
家中，了解他们的身体和生活情况
并送上慰问金。他鼓励老人一家要
积极乐观地面对生活，叮嘱村干部
要更多地关心该户的生产生活，及
时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富新村创业
大户余伯海于 2015年后开始转型
投资发展蛋鸡养殖，养殖规模达
20000 只，目前存栏 10000 只。在
听完余伯海的创业史后，潘亚军对
他敢于尝试的精神表示肯定，并勉

励他充分发挥示范带头作用，做大
做强家庭农场。

又讯（记者 姚子燕）9月14日，
市委常委、副市长王珏赴安丰镇基
层联系点，开展“两在两同”建新功
行动走访调研，了解基层情况，倾听
服务需求。

在安丰电子信息产业园，王珏
一行看现场，听汇报，要求安丰镇着
眼长远规划，切实提升土地资源效
益，把园区建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主战场。

在江苏杰邦电子公司，王珏一
行走进车间调研，对企业智能化数
字转型给予肯定，勉励企业合理规
划新建设厂房，实现新跨越。参观

红安村党群服务中心、智慧康养中
心等处后，王珏鼓励该村聚焦康养
特色思路，围绕灵芝特色产业，打造
美丽宜居、文旅融合的“红安样
本”。在困难群众家中，王珏送上慰
问金，叮嘱镇村干部持续关注关心，
切实帮助解决困难。

王珏一行还走进在建中的恒融
广场商业综合体，详细了解运营筹
备、项目招商等情况，对项目促进安
丰商圈的焕新升级寄予期望。

在挂钩的大港村，王珏与镇村
同志座谈交流，希望当地结合实
际，盘活壮大村集体经济，把可持
续的收入增长作为工作突破口，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美丽幸福家
园。

市领导开展“两在两同”建新功走访调研

记者 周宴 文/摄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9 月 16 日下午，“我为你诵

读”——2021中秋“诵读与颂歌”
活动在市区金墩广场举行，吸引
众多市民前来观看。

活动由市文广旅局主办，市
图书馆、东台开放大学承办，围绕

“天涯共此时”主题，将诗词朗诵

与精彩颂歌相串联，共同演绎一
场充满古典韵味的惠民演出。

合唱《党旗更鲜艳》《我的祖
国》等11个节目传递出浓浓的中
秋味道，表达了对伟大祖国最美
好的祝愿，抒发了人们对美好生
活的无限热爱和追求。活动最
后，深受感染的一位观众自告奋
勇上台，带来诗词朗诵《水调歌
头·明月几时有》，博得阵阵掌声。

诵读颂歌迎中秋

本报讯（记者 唐雅 通讯员 张
海霞 路前 王一任）9 月 13日，市
医保局召开国家医保谈判药品

“双通道”管理及单独支付药品管
理工作推进会，确保国谈药“双通
道”政策顺利落地实施。

“双通道”是指通过定点医疗
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两个渠道，
满足谈判药品供应保障、临床使
用等方面的合理需求，并同步纳
入医保支付的机制。目前，我省
纳入“双通道”管理及单独支付的
药品有100种。

市医保局相关负责同志表示，
“双通道”政策是医保部门对患者
就医购药需求的积极回应。将定

点零售药店纳入谈判药品供应保
障范围，与定点医疗机构一起，形
成谈判药品报销的“双通道”，努
力提升药品可及性，让国谈药尽
快惠及民生，保障广大参保患者
合理的用药需求。

为确保此项工作平稳推进，市
医保局将多渠道向公众宣传，提
高群众知晓率，提前排除沟通不
畅导致的矛盾。同时，通过强化

“三定”管理，即定国谈药定点医
疗机构、定国谈药定点零售药店、
定国谈药医保责任医师，优化经
办服务，强化基金监管，合理引导
公共预期，妥善处理好政策执行
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医保局落实
“双通道”管理机制

欢 迎 广 大 市 民 群 众 监 督
节 日 期 间 作 风 建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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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一峰 通讯
员 洪宇驰 余卫成）家门口就业
拿工资、幸福广场天天舞动身姿、
甜蜜驿站吃上简餐夜宵……眼下
的弶港镇八里村处处洋溢着乡村
善治的欢歌笑语。近年来，八里
村以“甜叶谧宇”党建品牌为引
领，推进自治与法治、德治融合，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先锋带头
作用，凝聚起乡村治理的新合力。

八里是东台首批省民主法治
示范村，也是全镇农耕文化的主
要展示窗口。村里将党代表工作
室、人大代表工作站、政协委员工
作室融入乡村会客厅、化入田间
地头，组建了村民议事会。村民
们走过路过，就能坐下来谈所思
所想、提意见建议。针对散坟现

象，村里及时组织村民代表商议，
经反复动员和思想疏导，形成共
识后对 316 穴散坟进行集中安
葬，实现境内无散坟。今年4月，
小菜园建设又作为议题，老老少
少一起出谋划策，共同拟定了美
丽家园菜地平面图。

依托村民议事会，八里村逐
步形成党组织领导下的大事一起
干、好坏大家断、事事有人管的自
治格局。村书记作为议事会的召
集人，围绕群众急难愁盼定期抛
出议题，组织召开议事会，做到事
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

除了村民议事会，八里还开
辟了评理民情工作室，老乡贤、老
干部、老教师、老党员、老政法等
社会力量轮班坐镇，年均调解各

类纠纷80多件。
近年来，八里村发展日新月

异，环境整治力度大，因拆旧拆
破，时有家庭内部的矛盾和摩
擦。这类调解不仅要站在法律的
角度，还要从道义亲情和乡村民
俗出发规劝双方。退休干部黄
国余一直钻研法律知识，退休后
他更是热衷于法律工作，无偿援
助弱势群体、帮助化解邻里纠
纷，社会声望高。现在他是民情
工作室特聘调解员，平均每月接
待群众法律咨询、调解服务30余
次。

八里好人墙上，有“东台好
人”黄国余义务法律援助的感人
事迹，有老党员陈仁礼为抗击疫
情捐款上万元的动人故事，还有
为家乡公益事业建设捐款的 10
多名乡友名册。红色驿站里有带
头引进新品种发展甜叶菊产业的
先锋张荣仁，有带领村民废灶垦
荒、改良土壤的先军李存山……

多年来，八里好人层出不穷，
“学好人、议好人、做好人”成为八

里人家的普遍共识。宣讲分享、
志愿服务、新时代文明实践等各
类活动持续推进，德治的力量为
八里发展提供了硬核支撑。

最近，八里人家小区增缀法
治文化小品，串起了一条“法治
强村”路，把八里人家打造成传
播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的载
体。

今年以来，镇村联手先后在
八里人家举办了多场法治宣讲活
动，运用展板、画廊、大屏演示，传
播交通法规、网络安全、疫情防
控、反电信诈骗等知识。现在，居
住在这里的大人小孩足不出户就
可以感受到“德法相伴”的浓厚氛
围。

“村规民约既是自治章程，也
是法规在基层的延伸。”村负责人
说，在文明创建中我们反复修订，
更加融入村民生产生活的方方面
面，使村民养成规范行为有更直
接的准则。现在，大家都上规矩
了，看不到乱搭乱建、乱耕乱种、
乱贴乱画现象。

党建引领八里蹚出乡村治理新路

本报讯（万振宇 朱霆）“日常
环境管护丝毫不能马虎，要保持
常态长效才能擦亮美丽乡村的金
字招牌。”日前，在梁垛镇临塔村协
商议事室内，农民议事会成员和驻
村政协委员围绕环境管护话题展
开“有事好商量”，解决部分群众环
境保洁歇歇劲的思想疙瘩。

入夏以来，临塔村重视协商

议事“好议阵地”建设，打造民主
协商议事平台。对协商议事室进
行提升，在数字临塔综合信息平
台增设市“好议连台”之子平台

“好议临塔”，在孝贤馆处建立“议
事亭”，建立了以政协委员、乡土
人才为主体的“协商智库”，并将
镇政协委员联络小组下沉的政协
委员编入协商议事室，建立健全

了相关工作制度，优化了协商议
事流程。

该村协商议事室顺应民生，
广集群智，围绕群众关心的村庄
环境提升、农房改造管理服务“后
半篇文章”、加快康养旅游业发
展、智慧养老等话题开展了协商
议事活动，串起了民情流转、协商
议事和落实反馈机制，议出美丽

乡村建设新气象，圈出人民群众、
政协委员和党委政府三个同心
圆，为辖区居民带来最大的获得
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室已
经成为“让政协走进群众、让群众
走进政协”的有效载体，让人民群
众切身感受到政协组织和政协委
员就在身边，架起干群“连心桥”。

“有事好商量”议出临塔建设新气象

金秋时节，台城大街小巷变得

五彩斑斓美不胜收，人们来到家门

口的小公园健身、游玩、畅聊。近年

来，我市不断完善人居环境，着力提

高城市的绿化、美化、亮化和净化水

平，深入贯彻人居环境理念，逐步完

善城市功能，提升居民的幸福指数

和生活质量。记者 张莉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