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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周强 刘志军）连日来，

墩头镇墩西村加大垃圾清运和处理力度，对辖

区主干道两侧河道、草丛内倾倒的垃圾进行集

中清扫，确保生活垃圾无积存。

又讯（通讯员 徐华）连日来，滨海新区

角斜村坚持党建引领，将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与

党员冬训相结合，形成党员带头、人人参与的

整治新局面，全面开展节后环境卫生大整治行

动，以全新的环境面貌拉开新一年环境整治工

作的帷幕。

又讯（通讯员 常俊）近日，曲塘镇加大

力度开展日常保洁工作，增派党员干部、志愿

者，持续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同时，对道

路两侧设置的果皮箱、垃圾桶、护栏等设施进

行擦洗，并适时洒水降尘，进一步提升镇区空

气质量水平。

又讯（通讯员 张春燕）近日，开发区上

湖村组织志愿者对辖区内环境卫生进行集中

整治，并对树木、绿植进行修剪，使草坪更加整

齐美观，进一步美化新城花苑环境，人居环境

焕然一新。

又讯（通讯员 沈磊）连日来，海安街道

平桥村组织人员对老组、背街里巷进行集中清

理，环境整治工作不停歇，为辖区内群众提供

舒适、整洁的人居环境。

又讯（通讯员 詹海峰）近日，开发区西

场村以家庭为单位，引导居民加强环境整治，

注重家庭卫生，养成自觉收拾家里、打扫庭院

的文明习惯，打造美丽乡村。

又讯（通讯员 殷成浩）近日，滨海新区

来南村组织保洁人员对全村田头进行拉网式

环境治理，组织人员对田边、沟边的垃圾袋、农

药袋、化肥袋、农药瓶进行集中清理，确保不造

成二次污染。

又讯（通讯员 陈华 邵成龙）近日，雅周

镇许家庄村组织党员干部、网格员、保洁员和

志愿者共同开展全村环境巡查整治大行动，对

辖区内所有河道、路道以及村民家前屋后乱堆

乱放进行清理，并做好宣传引导工作，动员广

大村民积极投身环境整治工作。

又讯（通讯员 杨立）近日，开发区开屏

村组织老党员、志愿者开展节后环境卫生逐组

整治活动，通过对乱堆乱放、河坡垃圾、小广告

等进行全面清理，打造良好的人居环境，为创

建全国文明典范城市贡献力量。

又讯（通讯员 杭海峰）近日，开发区石

庄村党总支深入开展环境整治工作，动员广大

党员同志、团员志愿者、返乡大学生、保洁员对

辖区内家前屋后的堆乱放进行清理，对重点路

段积存的垃圾、杂物进行清运，对河坡两侧的

垃圾进行清理，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又讯（通讯员 常俊）连日来，曲塘镇花

庄村开展环境卫生整治工作，确保村内村外时

时干净、处处整洁，不留卫生死角，对农户门前

乱堆乱放杂物等现象进行集中清理和整治。

同时，发动村民积极打扫自家院内的卫生，彻

底清除卫生死角。

又讯（通讯员 徐吉明 杨琴）近日，雅周

镇雅周村召开保洁员、网格员会议。会议要

求，全体村干部、保洁员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

使命感，努力做好环境整治工作，对路道、河

道、农户家前屋后环境进行“回头看”，提升人

居环境质量，提高群众的幸福感。

推进环境整治 共建美好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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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安生活必需品
价格周报

（1月28日—2月4日）
据市商务局市场运行监测系统分

析，上周我市生活必需品价格跌多涨

少。据对我市 102 种商品价格监测显

示，6种商品价格上涨，占5.88%，45种商

品价格下跌，占 44.12%，51种商品价格

持平，占 50.0%。其中，涨幅在 10%以上

的有 3种，占 2.94%，涨幅低于 10%的有 3
种，占2.94%。蔬菜批发价及农贸价均跌

多涨少，肉跌，蛋跌，大米、面粉、食用油、

奶类产品及盐糖零售价平稳，水产品批

发价多数平稳。

一、大米、面粉、食用油及盐糖零售
价平稳。据系统监测数据显示，上周我

市监测的调和油、菜籽油、花生油、豆油

及大米、面粉零售价环比均持平。盐糖

零售价环比持平。

二、肉跌，蛋跌，奶价平稳。据对

我市 4 家批发企业数据统计，上周白条

猪批发价 26.5 元／公斤，环比下跌

3.64%；白条鸭、白条鸡、白条羊、白条牛

批发价环比均持平,牛腿肉、羊腿肉批

发价环比下跌；鸡蛋批发价9元／公斤，

环比下跌 10%。上周监测的灭菌奶、酸

奶、中老年奶粉、国内外品牌婴幼儿奶

粉零售价环比均持平。

三、水产品批发价多数平稳。上周

我市监测的水产品中，草鱼、鲢鱼、鲤鱼

批发价环比均持平，鲫鱼、大带鱼批发价

环比下跌-20%、-6.25%。

四、蔬菜批发价跌多涨少。据统计，

蔬菜批发价涨幅较大的有豆角 60%、油

菜 25%、青椒 17.65%；胡萝卜、豆角和豆

芽批发价跌幅明显，均在 40%以上。据

专业人士分析，随着春节节庆消费影响

逐渐消退和气温开始回升，蔬菜价格近

期总体可能会保持平稳。

兔年伊始，我市纺织服装企业加紧复工复产，赶制国内外订单，力争实现首季“开门红”。图为江苏华艺集团公司

职工在服装生产线上忙碌。 顾华夏 摄

我市召开科技创新
重点工作月度推进会

本报讯（通讯员 胡红军）为全面贯彻落

实南通市科技人才发展大会精神，近日，市科

技局召开科技创新重点工作月度推进会，动员

科技系统凝神聚力、奋勇争先。

会议通报了省、南通市2023年科技创新重

点指标，传达了南通市科技人才发展大会精

神，解读了《江苏省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行

动实施方案》，部署了科技创新重点工作。各

区镇园区对今年重点指标情况及相关措施进

行了汇报。

会议要求，聚焦“双高”行动，形成新优

势。进一步加大企业摸排力度，做到应报尽

报。充分发挥科技招商队伍作用，构建科技招

商工作机制，确保招引一批高质量科创项目。

聚焦重点指标、保量保质。各区镇园区要制定

具体工作方案，挂图作战，全力推进，坚决打赢

科技创新各项指标争先进位攻坚战。聚焦争

先创优、打造亮点。争取各级品牌荣誉，在国

家级孵化器、众创空间创建上有突破，加大各

级科技项目申报力度，坚定不移勇争一流。

会议还对科技统计工作进行了相关培训。

2023年2月8日 星期三

责编：沈晶影 组版：魏 文 校对：苏 丹要 闻2版

想贷款，找我们，让您不再等贷
公积金信用贷款 教师信用消费贷款
个人住房按揭贷款 商业用房按揭贷款
家庭成员担保贷款 个人汽车按揭贷款
额度高 利率低 易申请 放贷快

您有大额消费分期需求吗？
向您推荐“工银幸福分期卡”。
费率更优：年费率仅3%；
期限更长：最长可以5年；

还款无忧：提前还款免收违约金。
欢迎垂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咨询电话：0513-88898600 详情请咨询电话：80812030 80812034

建行海安支行个人消费贷款

线上线下手续简便 随借随还

最高100万 期限最长5年
年利率3.6%

党员冬训再推进
本报讯（通讯员 杭沁） 2月6日，市行政审批局组织召

开党员冬训活动，邀请市委宣讲团成员、市委组织部常务副

部长、两新工委书记、党建办主任吴兰作宣讲报告。

吴兰以“领航新征程的指路明灯”为主题，从党的二十大

的鲜明主题和主要成果、过去5年的工作和新时代10年的伟

大变革及其里程碑意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任务、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全面

从严治党的部署要求、团结奋斗的时代要求等七个方面，对

党的二十大精神进行了集中阐释和系统解读。

该局负责人要求，把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党的二十大

精神与审批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合

一，在新的一年进一步统一思想、激发干劲、凝聚人心，全面

开创政务服务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又讯（通讯员 刘垦择）“我目前在新疆克拉玛依从事

建筑工作，作为一名在外流动党员，十分荣幸被聘为党员冬

训理论宣讲志愿者。”近日，在李堡镇举办的“理论直通车”进

乡村活动上，4名流动党员和 2名海外侨胞代表通过“云签

约”形式被聘用为理论宣讲志愿者，致力于向身边的人宣讲

理论政策。

随着党员冬训工作的不断深化，李堡镇的理论宣讲已

不局限于在田间地头、群众家门口，而是走出海安、走向世

界。“我们将按照海安党员冬训‘456’行动的统一部署，结合

李堡实际情况，创新学习形式，不断深化理论出‘海’学习项

目，把党的声音传递到每一位党员同志身边。”活动现场，李

堡镇党委书记许栩发布理论出“海”学习项目。通过聘请一

批理论宣讲志愿者、开设一期理论指尖课堂、邮寄一份冬训

大“理”包、发布一批暖心志愿项目、组织一次乡愁记忆活

动、搭建一座线上“云空间”，李堡镇力争为所有党员“补钙

强身”“充电续航”，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和组

织保障。

据统计，截至目前，李堡镇已开展线上宣讲活动6场、线

下宣讲活动40余场，覆盖党员群众1万多人次。

近日，在全市2022年度总结表彰大会

上，白甸镇刘季村被表彰为红旗村、五星

级村，一次表彰，双份荣誉，在刘季村的历

史上并不多见。新春伊始，记者来到刘季

村，只见一条条平坦整洁的水泥路纵横交

错、一幢幢居民楼鳞次栉比、一面面“综合

工作先进集体”的锦旗闪闪发光……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

仍然在农村，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近年来，刘季村不断创新新时期农村基

层党建工作，大力开展以产业兴旺、生态

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主

要内容的示范村创建行动，积极培育乡村

振兴新动能，让高质量发展道路越走越

宽。”该村党总支书记沈志发告诉记者。

环境整治 建设美丽乡村

乡村振兴的关键是生态宜居。打造

幸福刘季西塘河生态滨河风光带是刘季

村 2022年为民办实事的项目之一，2022年
4月进场施工，推进顺利，仅 3个月的时间

就完成了工程施工，整个西塘河风光带改

造河段，景观现场焕然一新。“家门口的路

宽了，出门更方便了。路灯装上后，吃完

晚饭还能在门口散散步。”村民张存海高

兴地说个不停，“我家门口就是一条河道，

以前河道边脏乱不堪，现在河岸两边种满

了绿化，河水也清澈了，每天出门就能看

到赏心悦目的景色。”

“我们着力打造可观可感、高辨识度

的乡村振兴示范带，加快补齐道路、桥梁

等基础设施短板，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

境，统筹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布局，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据沈志发介

绍，目前，人居示范点建设、分散式污水

处理装置工程等项目都在有序推进中。

“我们希望可以打造出具有里下河风情

的特色村。”

融合发展 助推乡村振兴

“这边的 90 亩农地，地势偏高，适宜

种植秋葵，那一块 110亩地适合种植无花

果，我们已经都找到了合适的规模种植

户。”沈志发指着身后一片广袤的农田微

笑着说。在发展的过程中，刘季村认真

梳理村内资源，明确产业优势，将村内历

史资源、自然禀赋、产业发展优势转为扛

旗资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拓宽农

民增收致富渠道，既不降格“躺平”，又不

遥不可及，凝聚全村干群合力，实现跳高

摘桃。

在沈志发和其他班子成员的共同努

力下，刘季村优化各项服务举措，主动帮

助企业解决发展环境、企业用工等难题，

营造了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多个亿元

项目在刘季村相继落户。“我们还充分发

挥交通便利、土地较多的优势，大力发展

畜禽养殖产业，引进了现代化养鸡场、南

通宜农养猪等项目。”刘季村坚持以龙头

带产业、以乡贤兴产业、以品牌塑产业，

实现产业兴旺。

刘季村从经济发展慢、负债30多万元

的薄弱村，成为了村营收入突破 150万元

的“五星级村”，进入了海安市乡村振兴示

范村培育村行列，眼下的刘季村农业、工

业发展蒸蒸日上，“迎来了好日子”已成为

刘季人津津乐道的热词。

文明创建 助力乡村治理

刘季村将红旗村创建与乡村治理相

结合，加快推进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以

党建联络员联络支部，支部成员分包农

户，党员联系群众，实现网格化，建立帮带

机制，变上访为下访促稳定，变被动为主

动保安全，抓好一老一小一留守，建好一

站一室一中心，持续提升乡村建设整体水

平，是刘季村一直在坚持的道路。

美好生活，还需要文化引领。在刘季

村，吸引人的除了河边休闲观光带，还有个

好去处——法治文化园。该村法治文化园

依托村民中心广场，融入法治文化名人、法

律小故事等法治文化元素，是一个集健身、

休闲、娱乐、教育于一体的独具特色法治

文化园。“法治文化园以后也会成为我们

的文化宣传阵地，希望通过这个阵地引导

群众在基层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沈志

发对法治文化园的将来充满了期待。

“今后，刘季村将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因地制宜探寻乡村发展思路，推动企业

高质量发展，促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开创

刘季村村域发展新局面。”沈志发表示。

翻开天成科技集团 2022年的成绩

单，可谓硕果累累。天成科技集团农牧

板块的南通饲料公司获评省级智能制

造示范车间、天晟牧园获评“江苏精

品”、天成科技集团获评江苏省信用等

级 AA；化工板块安徽天成新材料进入

“淮北市纳税二十强工业企业”……

江苏天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是一

家集农牧、化工等为一体的综合性企业

集团。2022 年实现销售 37.43 亿元，其

中农牧板块的饲料、养殖、蛋品加工实

现销售 30.9亿元，化工板块安徽天成新

材料销售6.53亿元。

今年，天成集团农牧板块将开启数

字智慧养殖 4.0时代的攻坚。扎实推进

海安市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雅周项目

建设，将新建 120万羽数字化蛋鸡养殖

场和海安草鸡原种场，高标准建成集团

新的高端蛋品规模生产基地，聚力打造

集团蛋鸡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内生新

动能。同时认真组织实施国家数字畜

牧业创新应用基地项目建设，抓好项目

数字智慧管理中心平台、巡舍机器人、

移动端手机APP等核心技术在项目中

的集成应用，奋力实现建设世界一流、

全国领先数字化蛋鸡养殖农场的目标。

此外，天成集团化工将在已建成的

一期、二期基础上，再新上三期产品醋

酸酐 6万吨和下游 2.3万吨的其它相关

产品，项目计划于今年 4 月动工，预计

年底投产。2023年，安徽天成作为天成

集团化工板块的“生产基地”，将生产各

类化工产品 8.9万吨，预计销售突破 7.5
亿元。

“2023年，天成集团将全面贯彻落

实市委十四届四次会议精神，进一步加

大企业科技投入、增强创新意识，把企

业进一步做大做实，稳步前进。”海安市

侨联副主席（不驻会）、侨商总会常务副

会长、公司化工板块总裁陈飞说，将以

淮北为“生产基地”、海安为“运营中

心”，以“四敢”精神激发担当作为，加快

推动技术创新，为打造“五个海安”、奋

力建设“五个强市”作出应有贡献。

新年伊始，江苏正盛仓储物流公

司内一派繁忙的景象，装卸搬运设备

不停运转，车辆来回穿梭，从公司高

层到一线员工纷纷忙碌起来，开启了

新一年的奋斗之路。

近年来，我市大力发展商贸物流

产业，一个立足长三角、辐射中西

部、联动海内外的海安正在蓬勃发

展。江苏正盛仓储物流有限公司也

在发展的潮流中不断壮大。在全体

员工的共同努力下，该公司主营业

务销售收入 2743.69万元，实现利税

450.8 万元，进出库 60.46 万吨（其中

期货注册 3.42 万吨），入库 25.08 万

吨，出库35.38万吨，公司被大连商品

交易所评选为 2022年度全国优秀期

货交割库。

在全市 2022年度总结表彰大会

上，市委书记于立忠号召全市广大干

群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围绕

“枢纽海安、科创新城”战略定位，以

敢为敢闯敢干敢首创的“四敢”担当

作为。今年，公司将通过加大营销

力度，力争进出库量提升 30%，继续

坚持“业主至上、用户第一、诚信守

法、以人为本”的企业宗旨，信守“明

德、尚法、包容、创新、追求”的企业

理念，发扬“艰苦奋斗、追求卓越”的

企业精神，进一步促进海安塑料产

业的集聚和连片发展，实现塑料制

品生产企业向规模化、现代化方向

发展。

江苏省侨商总会副会长、海安市

侨商总会常务副会长、江苏正盛仓储

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兴明表示，今

后将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和市委十四届四次全会精神，在市

委、市政府及各部门的鼎力支持和关

心下，实干担当、奋勇争先，着力做大

规模、做精主业、做优产品，为持续做

强海安枢纽经济，致力打造长三角重

要陆港城市和国家物流枢纽城市，在

新征程上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海

安新实践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侨企敢干进行时

砥砺再扬帆 奋进正当时
■ 记者 刘丽媛

智慧养殖助推天成跨越发展
■ 记者 叶笑影

市人民法院发布
2022年度十大典型案例
本报讯（记者 顾爱东）近日，市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

布会，向社会发布2022年度十大典型案例。中国网、搜狐网、

江南时报、南通电视台、海安市融媒体中心等多家媒体应邀

出席。

此次发布的十大案例涵盖刑事、民事、商事、破产、执行

等各个业务条线，涉及破产和解、家事纠纷、网络购物、生产、

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保险合同纠纷等群众关注度高、社

会影响大的案例类型，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这些案例以法

为据、以理服人，通过“小案件”讲述“大道理”，用公正审判凝

聚人心，用有力量、有是非、有温度的司法裁判回应人民群众

的期盼，是海安法院坚持服务大局、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生

动缩影。

发布会上，媒体代表围绕案例内容进行了提问。

2022 年，市人民法院受理各类案件 15990 件，审执结

14160件，同比分别上升 9.96%、10.43%。先后获得市级以上

集体荣誉6项，受市级以上表彰20余人次，涌现出“全国法官

办案标兵”唐小红等先进典型。

冬 训
在 身 边

生态美 产业优 文化兴

刘季村奏响乡村振兴“奋进曲”
■ 记者 李仁霞 王崔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学习思享汇”网络主题
传播活动总决赛在海举行

本报讯（记者 李仁霞） 2月7日，由南通市委网信办主

办，南通报业传媒集团、海安市委宣传部（网信办）承办的“学

习思享汇”网络主题传播活动总决赛在海安市文化艺术中心

举行。海安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卢林参加活动。

卢林致辞。他说，今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的开局之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之年。

海安将按照“12346”工作思路，紧紧围绕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这一主线，紧盯“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和“凝心聚

力、天朗气清”两大目标定位，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工

作基调，以“敢为、敢闯、敢干、敢首创”的担当作为，打好凝心

铸魂攻坚战、亮剑发声主动战、网络空间争夺战、数字赋能前

沿战，奋力开创网信工作新局面，实现网信工作新飞跃。

决赛中，12支队伍紧紧围绕党的二十大精神展开宣讲，

结合南通实际讲故事、谈体会，畅谈理论学习感悟，共话国家

发展前景和南通美好未来。参赛选手们精神饱满、慷慨激

昂。本次决赛决选出了“金牌团队”“优秀组织奖”“最佳分享

案例”“最佳分享员”等多项荣誉。

参加活动的人员还共同观看了文艺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