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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乡村振兴··富民惠民富民惠民乡村振兴乡村振兴··富民惠民富民惠民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缪姗姗
吴文军 张平）近日，洋口镇池塘头
村三十多位党员代表齐聚一堂开展
主题党日活动，老党员分享了《我和
我的入党介绍人》的故事，回望入党
经历，引发情感共鸣。活动中还为
老党员颁发了“光荣在党50年”纪念
章，并从国土资源规划、洋口化工园
区建设、安全生产等角度宣讲政策，
党员代表一起重温入党誓词，彰显
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坚定政治
信念。

近年来，洋口镇池塘头村坚持
用党建工作引领全村发展，紧紧围
绕基础设施提升、人居环境整治、乡
风文明创建等工作，建立网格化服
务体系，按下乡村“美颜”键，为村民
打造美丽、祥和、舒适的居住环境，
助推乡村振兴。

质胜于华，行胜于言。党史学

习不仅在于知，更在于行。良好的
人居环境，是农民群众的深切期盼，
2021年池塘头村的易腐垃圾处理站
正式投入使用，生活垃圾的及时清
运和处理，让垃圾中转站没有异味，
易腐垃圾处理站在消化村里的厨余
垃圾之余，还能为周边餐饮行业、学
校提供便利。池塘头村向每家每户
都发放了两类式分类垃圾桶，保洁
员每天上门收集生活垃圾，送到易
腐垃圾站处理，其他垃圾送到垃圾
中转站，由镇上统一转运处理。村
民宫伯平告诉记者，原来家家户户
的垃圾都堆积在门口，不好看还难
闻，现在家里垃圾有了去处，连路上
的、河道里的都有人专门负责清理，
爱干净的小孙子从大城市回家，没
有不适应，还很喜欢农村的生活。
2021 年池塘头村新栽绿植 1800 多
棵，绿化覆盖率增至 38.5%。十年树

木，百年树人，静待岁月，池塘头渐
净渐美。

去年池塘头村文明实践站组建
成立第十二支志愿服务小分队——
雷锋志愿车队，志愿者们与孤寡老
人、残障人士、留守儿童开展结对帮
扶，免费为其提供就医保健、升学入
学等接送服务，践行新时代的雷锋
精神。今年，该村结合党史学习教
育，广泛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志
愿服务活动，组织服务村民群体性
疫苗接种 3000多人，群体性核酸检
测2228人，组织接送老年人体检819
人。池塘头村注册志愿者人数 923
人，占总人口的 26%，支部党员全部
注册在内，年度服务时长均超过 28
小时，村两委班子成员年人均服务
时长超40小时。

乡村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神经末
梢”，是通往群众心里的“最后一

米”。池塘头村的两委班子成员经常
走家串户，拉家常，做家务，今年谁家
稻田里长出了稗草，总要多交代几
句，让“芝麻绿豆”的事儿有人管。村
民於维元说，现在村干部们工作很认
真，谁家里有事，都是直接上门慰问，
帮忙解决问题。“我们每天都在网格
里走，到村民家里、特别是留守老人
家里比较多，他们的子女在外地打
工，有时候有线电视坏了，水龙头坏
了，我们村干部自己去修，都不用找
水工。”池塘头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
主任缪小娟笑着说。

池塘头村干群关系如鱼水情
深，打破“干的干，看的看”的传统关
系，村民致富思源，主动回报乡梓，
帮助村里实现全长约 4.5公里的道
路亮化工程。乡村振兴千头万绪，
皆是百姓事，只有筑牢干群关系“连
心桥”，方能巧解千家万户愁。

洋口镇池塘头村

党建引领勾画乡村新风景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姚陈 王
芊懿 通讯员 周霞）掘港街道余荡
村处于城郊接合部，一直以来是文
明城市创建过程中的痛点和难点，
今年，余荡村转作风、提效能，紧紧
围绕整改计划，明确责任人和整改
时间，成效显著。

过去，余荡村存在村部周边环
境差、公益广告少等诸多问题。近
日，记者再次来到余荡村走访。走
进村部，公益广告齐全而醒目，今
年刚完成改造的便民服务中心也
已经投入使用，便民服务大厅内环
境卫生整洁。“比以前干净整洁多
了，窗口全部集中在一起了，这样

我们来办事情也方便多了。”6组村
民孙建平连连称赞。

今年以来，余荡村强化阵地改
造建设，完善基层服务功能，投入
63万元对村办公场所、硬件设施等
进行改造建设，全面提升村级党组
织政治功能和服务功能，让旧村部
换新颜。今年，该村还计划投入 50
万元对法治小游园及村部周边绿
化进行提升改造。

随后，记者来到余荡村村部附
近的一处空地，村干陈五华告诉记
者，过去，这里是一个2000多平方米
的废品收购点，由于放置杂乱，严重
影响了村容村貌，今年通过村干多

次上门做工作，终于被取缔了，“接
下来我们准备在这里建一面 4米高
的文化墙，美化环境。”

走在余荡村所辖的主次干道
上，记者看到，地面整洁，河面没有
明显的漂浮物和杂草。“我们负责余
荡村整个路面河道的清洁工作，每
天的工作时间不少于6小时，河道负
责打捞绿萍，水花生化除，还有四好
农路两边杂草的清除，树枝修剪。”
保洁员高建仕告诉记者，今年，余荡
村安排了 5名专职保洁人员进行常
态化保洁，确保路面、河面整洁。

此外，余荡村优化两委班子配
备，健全长效管理机制，定期对县、

街道长效办交办的问题进行回头
看，及时督促整改到位，形成了问题
销号的有效整改机制。截至6月底，
村督查小组督查 5 次，发现问题 4
处，共完成整治3处。该村还进一步
深化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对村部及
周边环境秩序进行了大整治，极大
地改善了村容村貌。此外，余荡村
继续细化乡风文明培育，规范了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及各功能室建设；
广泛开展文明家庭评比活动，在全
村形成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
进的文明风尚。截至6月底，共开展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 12次，惠及村
民3536人次。

掘港街道余荡村

文明乡风助推乡村振兴

江苏捷策创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专注于半导体测试设
备的研发与销售，为集成电路
提供可靠的解决方案，是业内
高度认可的专业先进设备平
台与相关服务提供商，同时也
是一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新锐企业，今年截至目前公司
销售额已达到1.5亿元。

全媒体记者 曹建明 王
洪 摄

当前，全县水稻普遍处于拔节孕穗期，持续高
温热害，影响水稻生理安全，尤其是幼穗分化，影响
大穗形成。为解决农户在培育水稻过程中的实际
困难，近日，县供销社联合南通兴合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和如东供合农资连锁有限公司举办送“农资、
科技、服务”三下乡活动，邀请农业技术专家团队面
对面讲技术，根据病虫害发生情况现场指导配药，
与种粮大户一起科学控害防灾减灾，确保秋粮作物
丰产丰收。

“高温加大了肥料的消耗，没有施好穗肥的田
块，要根据水稻叶色长势情况，及时施速效氮肥，促
使叶色尽快转深，降低高温热害。”南通兴合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高级农艺师滕金奎与农户们穿梭在近
半人高的稻田里，就种植户如何应对天气变化、科
学管理水分、防治病虫害进行“问诊开方”。双甸镇
德银村 10余户种粮大户闻讯来到现场听方法、寻

“锦囊”。
“遇高温叶面需喷施磷酸二氢钾等大量元素水

溶肥……”“要每天到田里查看病虫害情况，虫口密
度情况，当每百株查出 20只幼虫时，就要采取药物
防治……”每到一片稻田，滕金奎都根据水稻的实
际情况“开出药方”，一连串如“及时雨”般的“破题
锦囊”让农户心里“更有底”。

滕金奎提醒，持续高温导致田间水分蒸腾量
大，失水快，田间无水后，可能很快会降至孕穗期
安全持水量（80%）以下，因此种植户应将水稻拔节
孕穗期高产水浆管理措施“干湿交替”中的“干”，
缩短调整为“无水即灌”，即田间降至无水就立即
灌水。有条件的地方，尽量采取日灌夜排或日灌
隔天夜排、再日灌，达到避害与高产高效协调。水
稻拔节孕穗期是上层根大量发生期，土壤通透、氧
化状态良好，易于发根，根系活力强，且硝态氮含
量高，因此切忌采取高温下始终保持水层灌深水
的简单片面避害方法。

除了采取针对性科学水浆管理措施，水稻病虫害防治也尤为重要。活
动现场，两家农药零差率配供公司的飞防服务团队共派出三架无人机喷洒
农药，开启今年水稻病虫害的第一次综合防治。

“使用无人机喷洒农药，配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二次稀释，如果不稀
释的话，药混配的情况下可能会结块。无人机一桶药大概可以装 40升，
一块电池的电量可以持续喷洒 12分钟左右，能够实现 15亩地的病虫害
防治。”南通兴合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飞防服务队机手刘素坤边操作边向
农户讲解无人机喷洒农药的注意点，现场指导种植大户安全、科学配药、
用药，重点防治当下稻田易发的纹枯病和稻飞虱。“这次活动对我们种植
大户来说有很大的帮助，特别是在病虫害防治这一块，知道了如何科学
配药，按照什么样的比例，能够达到控害的效果。”德银村种植户吴国民
收获颇多。

刘素坤建议，种植户在施药时，田间保持一寸以上水层，确保防治效
果。当前正值高温季节，应避开上午 10点到下午 3点之间的高温时段人
工喷药，同时注意防护措施到位，不能连续疲劳作业 6小时以上，严防中
暑中毒，确保人身安全。“后续我们将引导种植户主动将农药包装物送至
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点，同时鼓励家庭农场、种粮大户等建立完善农药使
用记录，如实记录使用农药的时间、地点、对象以及农药名称、用量、生产
企业等，严防乱抛乱扔，保护农业生态环境，服务绿色发展。”县供销总社
副主任范春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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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全文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
书的方式及途径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全文网络链接：

链 接 ：https://jjjkj.com/nd.js⁃
pid=134&fromColId=2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及途
径：江苏九州星际新材料有限公司

二、征求公众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次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是

建设项目附近可能受到影响的个
人或团体。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见：
链 接 ：https://www.jjjkj.com/

nd.jspid=125&fromColId=2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

径

若您对项目有什么意见和建
议，请于公示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
内，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
等方式，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见
链接）提交建设单位。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本次公示时间为公示之日起

10个工作日。
六、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江苏九州星际新材

料有限公司
联系人：洪总
联系电话：13962752369
收信地址：江苏省如东洋口港

经济开发区临港工业区二期

江苏九州星际新材料有限公司
2022年8月11日

江苏九州星际新材料有限公司

20000吨/年超高分子量聚乙烯

纤维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