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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区动态镇区动态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李长
华）近日，曹埠镇精心组织，周密
部署，扎实开展臭氧“削峰”行动，
提升臭氧管控力度，全力守护蓝
天白云。

曹埠镇行业复杂，浸胶手套、
家具制造等涉挥发性有机物排放
企业数量较多。为有针对性地开
展臭氧管控，精准治理大气污染，
该镇生态办成立大气网格巡查队
伍，每日对辖区内涉气企业进行
抽查，检查企业废气处理设施运
行、在线监控设备运行、活性炭吸
附、UV光氧处理效果等情况，并

对检查出的问题当场形成“问题
清单”要求企业限期整改；同时，
严格管控江苏昌邦安防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江苏泛亚劳护用品有
限公司两家 VOCS 重点排放企
业，及时通知并督促两家企业落
实好臭氧管控措施，按照要求实
施错峰生产，合理安排工期。此
外，从在建工地着手，督促工地落
实好施工区域 100%围挡、裸土
100%覆盖、施工道路100%硬化等
六个百分百措施，从源头减少扬
尘的产生。截至目前，全镇共落
实管控涉气企业30多家。

本报讯 (通讯员 周瑞平 周
小芬 徐维明 全媒体记者 徐海
波 宫向群） 18日晚上，马塘镇举
办“喜迎二十大 幸福舞起来”广
场舞展演。来自各村(社区)遴选
出来的 9支队伍、130多名舞者同
台展示了一批具有新时代中国特
色，体现马塘文明风采的广场舞。

整个展演活动以“喜迎二十
大 幸福舞起来”为主题，充分拓
展了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有力
地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
活。

近日，由县委宣传部、县文明
办、县文广新局、丰利镇新时代文
明实践所主办，县教体局、县舞蹈
家协会、县广场舞运动协会和丰利
镇文化站承办的“喜迎二十大、幸
福舞起来”丰利镇广场舞展演活动
在丰利中心幼儿园多功能厅举行。

四支代表队依次展演了规定
节目和自选节目。队员们以优美
的身姿、灵动的舞步，将爱党爱国
的情感融入舞蹈动作中，抒发了
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和向往。

19日晚，由县委宣传部、县文
明办、文联、文广新局、河口镇新
时代文明实践所主办，县教体局、
县舞蹈家协会、县广场舞运动协
会和河口镇党群工作局、工会、文
化站承办的“喜迎二十大、幸福舞
起来”河口镇广场舞展演活动在
河口小学操场举行。

来自河口镇村（社区）的 12
支队伍、100多名舞者在舞台上为
观众展示了一批具有新时代特
色，体现河口“三大精神”和文明
风采的广场舞。经过两轮角逐，
关口村和烈士陵村夺得本次展演
的一等奖。

曹埠镇

推进臭氧“削峰”守护蓝天白云

马塘镇、丰利镇、河口镇

举办广场舞展演活动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徐建
彬 通讯员 王鑫鑫）近日，岔河
镇在县人武部召开 2022年秋季
入伍新兵欢送会。6名新兵战士
身着戎装、胸佩大红花，即将奔赴
军营，开启自己的军旅生涯。

自今年下半年征兵工作开
展以来，岔河镇认真细致地开
展宣传发动、目测初检、进站体

检、政审等工作，做到兵源情况
熟，信息上报准确及时，向广大
青年尤其是大学生宣传应征入
伍条件、报名方法和相关优惠
政策，号召广大适龄青年踊跃
报名参军，确保镇区内符合条
件的参军对象应报尽报。最终
确定 6 人作为岔河镇 2022 年秋
季入伍新兵。

岔河镇

欢送2022年秋季入伍新兵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李长
华）今年以来，掘港街道结合文
明城市长效管理工作主线，精准
聚焦重点区域，重点推进城中村
和城郊接合部两大板块，打好环
境综合整治组合拳。

街道以辖区内余荡村和芳泉
村为重点，围绕“拆、治、建、转”
四个方面，加快推进整治进程，
目前余荡村一组集居点、灯塔中
心路已经整治完毕，芳泉村的废
品收购点已取缔，同时，稳步推
进芳泉路停车场建设。在东二
环沿线、人民南路等重点干道，

增设统一的环境宣传内容板块，
强化宣传氛围，对野营角村农民
街、人民南路沿线、南环路沿线、
掘兵路沿线等周边的杂物杂草、
建筑垃圾等进行集中整治，使沿
线环境得到了较大的改观。此
外，街道还严格规范商户经营管
理秩序，对沿线的出店经营、流
动摊贩等严重影响市容形象的
不良行为，进行了整治，通过划
线经营、定点经营等方法，规范
商户经营行为，多措并举引导广
大经营户从自身做起，自觉参与
集中整治行动。

掘港街道

持续推进人居环境整治

（上接第一版）邵向锋表示，
如东生态环境部门将继续深入
挖掘减排潜力，压实主体责任，
细化工作措施，形成一批可以使
用的总量指标，加快项目落地
进度。不断健全优化生态环境
系统惠企纾困的服务制度，综
合使用排污权交易与有偿使
用、环保引导资金申请、绿色信
贷支持、绿色金融奖补、非现场
执法、包容审慎监管、企业环保

接待日等政策，以诉求响应的
加速度和纾困解难的精准度不
断提升企业满意度。在污染治
理、环境监管和项目服务等方
面超前谋划、主动作为。继续
保持对各类环境违法的高压态
势，密集开展水、气、土专项执
法检查，养殖尾水常态化巡查，
重拳打击环境违法行为，推动生
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全媒体记者 季湘婷 陈秀斌）

聚力稳就业保民生
（上紧接第一版）县人社局将持续
坚持“扩面、提质、增量”的工作战
略，进一步完善社保体系建设，继
续深化改革，推进社保扩面，调增
社保待遇，强化基金监管，不断加
大宣传发动、行政推动、整体联动
力度，努力实现应保尽保，总体收
支平衡，加快构建基本保障全面覆
盖、补充保障协调发展、兜底保障
无缝衔接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提升人
社服务效能。朱海忠说，县人社

局还将深化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加大治欠力度，提升调解水平，加
强劳动监察执法，坚持解决当前
突出问题与建立长效机制相结
合，积极化解劳资矛盾，推动形成
共建共享的劳动关系新格局。同
时，聚焦服务对象“急难愁盼”问
题，大力实施人社服务快办行动，
进一步优化人社公共服务，提升公
共服务效能，真正把责任扛在肩
上、目标记在心中、工作抓在手
上。（全媒体记者 高玉霞 周颖石）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缪姗姗
王芊懿 徐海波）“这边的网收紧点”

“鱼筐扔过来！”伴随着哗啦啦的水
声，一网肥美的鲢鱼经小型钩机称重
后，吊放到水产运输车的水箱里。

秋风起，鱼儿肥。近日，在丰利
镇光荣村村部北面的河道旁，一派丰
收景象，起塘出鱼的热闹场景吸引了
不少人围观。桥下，专业捕鱼工人身
穿防水裤，将大片水域里的鱼群赶到
一处小面积的水域，然后收网起鱼。
随着渔网越收越紧，鱼的活动范围越
来越小，鱼群频频跳出水面，水花四

溅。岸边村民用手机拍下起鱼的画
面，“鱼又多又大，用吊车吊呢。”

站在桥上指挥的李桂林是这片水
域的承包人。据他介绍，这次的出鱼
量达到2.5万公斤，主要销售到湖北的
食品加工厂和水产市场。2020年以
来，丰利镇光荣村“两委”创新思路，将
整治好的河道发包养鱼，走出了一条

“以河养河”的绿色发展道路。2020
年，李桂林通过镇农村产权交易平台
正式接管全村生态河道管护责任，此
后他带领全家人，向沿河居民宣传一
河两岸的“管护须知”，形成人人爱河

护河的氛围，清除河道内及岸坡上的
漂浮垃圾、水生杂物、生活垃圾等，并
配合村两委加强畜禽粪污偷排、小棚
养殖尾水直排的管控工作。

“每天都巡河，打捞垃圾，鱼不能
太少，花白鲢为主，可以净化水质，每
年投放鱼苗10万公斤，而且都是天然
的，肉质更鲜嫩，健康营养，纯利润在
50万元左右。”李桂林养了 40多年的
鱼，该如何以水养鱼，以鱼净水，他自
有一套。这些鱼不仅是增收致富的

“金元宝”，还是净化水质的“清洁
工”。

光荣村利用拥有独立水系的独
特优势，将处理达标后的虾棚尾水有
针对性地排放河道，满足鲢鱼的生长
需求，也解决了养虾的尾水排放问
题。“通过向水中投放鲢鱼、花鲢等滤
食性鱼类，吃掉河道里有害水生植物
及富余有机物，有效降解了水中的总
磷总氮，全村总共7条河，整村推进打
造生态河，市里已经验收了，实现生
态保洁。”光荣村党总支书记葛军介
绍，现在村营收入提高了，村里准备
根据经济合作社的要求，给村民们分
红，给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8月份以来，虹桥家庭农场四季采摘园 100多亩阳光玫瑰陆续
上市，采摘、打包、运输……每日约有1.5万公斤鲜果从采摘基地发
往全国各地，带动周边近百人就业。按照每公斤15元的售价，预计
今年葡萄亩产可达8万元。 全媒体记者 万璐璐 钱海军 摄

丰利镇光荣村丰利镇光荣村““两委两委””创新思路创新思路，，将整治好的河道发包养将整治好的河道发包养
鱼鱼，，走出了一条走出了一条““以河养河以河养河””的绿色发展道路的绿色发展道路————

水清鱼肥钱袋鼓

近日近日，，位于袁庄镇孙庄村位于袁庄镇孙庄村55组的乐丰家庭农场组的乐丰家庭农场
的的185185亩亩““阳光玫瑰阳光玫瑰””进入采摘期进入采摘期。。连日来连日来，，工人每工人每
天采摘天采摘 40004000余公斤运往上海余公斤运往上海、、无锡等地无锡等地。。今年预今年预
计产量计产量2020余万公斤余万公斤，，产值近产值近700700万元万元。。

全媒体记者全媒体记者 张予钦张予钦 朱南州朱南州 摄摄

中国农民丰收节中国农民丰收节

近来笔者关注到两件事。一件是
发生在身边、笔者自己经历的事，一件
是发生在外地、从媒体上看来的事。

一件事是，不久前笔者参加了我
县某地邀请村民代表参加的一次汇报
会，会上镇、村好几位干部发了言，汇
报乡村建设成绩，谈未来发展的打算，
但效果却不尽相同。有人照着稿子
念，台下人昏昏欲睡，有人甩开稿子讲
讲土话，村民们倒听得津津有味。另
一件事，是网上刷屏的一则新闻。安

徽肥西县委书记陈伟在一线处置公共
事件，短短几分钟内，通俗易懂地介绍
政策，实事求是地为群众解决问题，现
场掌声不断。报道说，当地正在着力
落实讲话中承诺的事项。

笔者就这两件事来说一件事：讲
话。

做官行政，离不开讲话，但怎样讲
话却是一门学问。在一些正式、严肃
的场合，例如每年的“两会”，讲话离不
开事先写好的稿子，不能随意脱稿发
挥，这是由一些特定的要求决定的。
这样的讲话不妨称之为“官用”的话，
它有着浓重的政治性，往往是集体智
慧的结晶，对于谋定方略、推动发展、
凝聚人心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在
更多的日常场景下，领导干部的讲话，
本意都是奔着一些具体对象、具体问

题而去，听者多是下属或群众，讲话的
根本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这就需要
说一些“管用”的话。

文以载道，言为心声。领导干部
的讲话，也关乎党和政府形象，更是
老百姓观察聆听的焦点。讲话切中
要害，百姓拍手；讲话云山雾罩，听
者昏昏。现实中，该讲“管用”的话，
却讲成了“官用”的话，面对基层群
众、面对具体问题，“官话”就显得大
而无当、效果平平。中央提出转作
风、改文风，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要
求“ 尽 可 能 开 短 会 、讲 短 话 、发 短
文”，就是希望群众能多听到“管用”
的话。

基层干部的讲话交流，并不是理
论研讨，朴素是最好的面貌，接地气
是最高的水平。不过，说“管用”的

话，把话说到群众的心坎里，也并非
那么容易。这就需要领导干部针对
工作需要，将语言加以改造，要用新
鲜的意象来传播稍显艰深的政策，用

“下里巴人”的语言来说明“阳春白
雪”的道理，用一针见血的见解来替
代言之无物、穿靴戴帽的空谈。

要使语言改造获得成功，讲出“管
用”的话，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始终站
稳人民立场，在日常工作中紧贴基
层，紧贴群众。只要群众听得懂、听
得进、记得住，讲话也能成为生产力，
激发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智慧和力
量。如果更进一步，把“管用”作为起
草讲话、指导实践的一条基本原则，
那么，即便是“官用”的话，本质上也
会变成“管用”的话，才能为广大群众
所乐见。

“管用”的话与“官用”的话
□ 文舒

全民慈善 大美如东

姚学进遗失如东银庭置业有限公司《房地产预收款》（麒
麟苑住宅6幢1102室）发票，票号：70531329，金额：480000.00
元，声明遗失。

遗失
启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