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渊通讯员 蔡伟伟 记者 李凤启冤近
日袁兴桥镇纪委开展廉政文化主题教育活动袁通过老
年党员述野廉冶尧中年党员践野廉冶尧青年党员学野廉冶袁
营造积极向上尧崇尚廉洁的良好氛围遥

老年党员述野廉冶遥 有着 10 多年党龄的幸福居副
书记杨玉荣袁结合他自身 10 多年的村干部工作经历袁
讲述他自己身边的廉政故事遥 野2015 年中秋节前夕袁
姜盛渊盐城人袁在幸福居委会种植瓜蒌园冤为了答谢
幸福居两委多次无偿组织党员干部到瓜蒌园帮忙除
草袁主动到居委会找时任党总支书记丁雨艾袁邀请所
有居组干部到县城吃饭袁 时任书记丁雨艾当场拒绝
噎噎冶杨玉荣娓娓道来袁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遥

中年党员践野廉冶遥 野前几天袁我家自来水管破了袁
我就到村部请沈维东主任帮忙检修袁他二话没说袁放
下手头的工作袁 去我家帮忙修水管遥 修好都接近中
午袁我请他在我家吃顿便饭袁主任连忙推辞袁这让我
很感动噎噎冶幸福居张大爷逢人便开心地说遥 沈维东
是幸福居监委主任袁 在工作中袁 他认真做好本职工
作袁积极为群众排忧解难遥

青年党员学野廉冶遥 野王奶奶袁您好浴 我是我们居
委会的宣传文化管理员祁星袁 向您介绍一下我们居
委会干部工作情况袁 欢迎您对我们各项工作进行监
督噎噎冶作为一名预备党员袁她深知自己距离一名优
秀党员还有一定的距离遥 她抓住这次党史学习教育
契机袁认真研读叶中国共产党简史曳等理论书籍袁学
习并认真做好党史学习笔记袁提升理论素养袁增强党
性修养遥

兴桥镇

将廉政文化送进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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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进入江苏有线电视机顶盒要首页袁点击野百年征程
初心永恒要要要中国共产党在江苏历史展冶VR 电视馆宣
传海报袁即可进入遥

2. 进入江苏有线电视机顶盒要首页要今日看点袁点
击野百年征程﹑初心永恒要要要中国共产党在江苏历史展冶

VR 电视馆宣传海报袁即可进入遥
3.进入江苏有线电视机顶盒要首页要政务要党史学

习教育专区袁即可观看野百年征程―初心永恒要要要中国共
产党在江苏历史展冶VR 电视馆展览轮播; 点击宣传海报
也可点播观看遥

野百年征程初心永恒要要要中国共产党
在江苏历史展冶VR 电视馆收看方式

为进一步扩大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民主袁广泛
听取社会各界意见袁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袁根据
叶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曳等有关规定袁
经县委研究决定袁 对下列同志进行任职前公示袁
具体名单为院

王义豪袁男袁汉族袁1986 年 8 月生袁党校研究
生袁中共党员袁现任新坍镇党委副书记尧镇长袁拟
任镇党委书记遥

冯佶袁男袁汉族袁1975 年 12 月生袁党函本科袁
中共党员袁现任合德镇党委副书记尧三级主任科
员袁拟提名为镇长人选遥

黄正施袁男袁汉族袁1968 年 8 月生袁函授大专袁
中共党员袁现任县委政法委副书记尧三级主任科
员袁拟任县委巡察组专职组长遥

戴敏袁女袁汉族袁1975 年 9 月生袁函授本科袁中
共党员袁现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四级主任
科员袁拟任县直部门下属副科级事业单位正职遥

戴海洋袁男袁汉族袁1973 年 10 月生袁函授本
科袁中共党员袁现任县陈洋中学副校长袁拟任副科
级学校正职遥

徐达育袁男袁汉族袁1972 年 8 月生袁函授本科袁
中共党员袁现任县盘湾中学副校长袁拟任副科级
学校正职遥

朱海波袁男袁汉族袁1971 年 3 月生袁党函本科袁
中共党员袁现任县交通运输局党委委员尧县运政
管理处主任袁拟任县直部门下属副科级事业单位
正职遥

崇庆东袁男袁汉族袁1975 年 10 月生袁党函大
专袁中共党员袁现任合德镇城西社区党总支书记尧
居委会主任袁拟提名为副镇长人选遥

程雅龙袁男袁汉族袁1987 年 4 月生袁在职研究
生袁中共党员袁现任海河镇经济发展局副局长渊正
股冤尧四级主任科员袁拟任镇党委专职委员遥

胡长春袁男袁汉族袁1975 年 10 月生袁函授本
科袁中共党员袁现任射阳沿海投资有限公司总经
理袁拟任省级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遥

王秀玲袁女袁汉族袁1974 年 5 月生袁函授本科袁
中共党员袁现任县芦苇开发公司副总经理袁拟任
省级开发区正科级国有企业总经理遥

对上述公示对象如需要反映有关情况及意
见的袁欢迎来电尧来信或来访遥

公示时间院2021 年 9 月 8 日至 2021 年 9 月
14 日

公示电话院19962412380尧69687569尧89290617
来访接待院 中共射阳县委组织部干部监督

科尧干部科
接待时间院上午 8:30-12:00袁下午 2:30-6:00
公示信箱院gbk224300@163.com
邮编院224300

中共射阳县委组织部
2021年 9月 7日

干部任职前公示
本报讯渊通讯员 夏正军 记者 杨向东冤河渠水清岸

绿袁道路林荫遮蔽袁厕所干净卫生袁村庄美丽整洁......走进临
海镇五岸居委会袁沿路绿化带郁郁葱葱遥 傍晚袁居民们在文
化广场打球跳舞袁孩子们在嬉戏玩耍遥居民陆水萍深有感触
地说院野近年来袁社区建设得像花园一样袁环境一点不比城里
差遥 冶

年初以来袁 临海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作为提升颜值气
质尧促进乡村振兴的切入点袁主动作为袁对标找差袁全力攻
坚袁围绕五岸居委会尧金海村等点位袁全面打造优美村庄尧水
美乡村袁努力实现野一处美冶引领野处处美冶遥

用浓厚氛围激发整治热情遥 该镇制定了农村人居示范
点打造标准及评估细则袁按照野一村一特色冶野一点一特色冶

原则袁坚持因地制宜袁围绕打造田园风光尧绿化村落庭院尧保
留自然基底尧传承乡土文化袁通过新媒体尧广播尧宣传单尧
LED 显示屏等多种途径袁广泛宣传动员遥发挥农民群众的主
体作用袁让农户自觉保持室内宅院尧房前屋后尧村庄内外尧公
共空间等干净整洁有序袁 激发农户参与美丽家园建设的积
极性遥

用问题查排促进短板整改遥该镇严格整治标准袁坚持自查
自纠尧督查交办双向联动袁逐村排查袁逐点过堂袁逐户上门袁细
化问题清单袁逐项整改落实遥 全面完善五岸新村周边的基础设
施袁美化环境袁拓宽道路袁喷白墙体袁畅通涵洞等袁通过党员带
头袁农户参与袁常态长效管理袁保证了房前屋后无杂物乱堆乱
放尧内外庭院干净整洁袁动用机械集中清理整治河塘尧沟渠袁督

促及时清运垃圾袁确保垃圾入桶不外溢遥
以督查考核力保长效管护遥 该镇对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袁

定期开展村渊居冤自评和镇复评袁对所有村居进行现场督查考
评袁开展常态化观摩评比袁推动责任落实和成效落地遥 镇督查
组每月逐村渊居冤随机抽查 1-2 个村民组袁紧扣野四清一治一提
升冶整治标准袁对照叶干净整洁有序村庄考评细则曳现场督查整
治效果并逐项打分袁分别评出等次袁对成效显著的进行褒奖袁
对工作落实不力的严肃问责并限时达标遥

野下一步袁我镇将充分发挥村级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干
部模范带头作用袁继续推动人居环境提升再上新台阶袁确保人
居环境整治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尧见到实效袁让好的人居环境成
为乡村振兴新的推动力量遥 冶该镇党委书记吴俊表示遥

临海镇人居环境以“一处美”引领“处处美”

本报讯 渊通讯员 茅洪松 陈双双 记者 周
蓉蓉冤近日袁我县 2021-2023 年新一轮农机购置补贴
政策实施方案出台遥 这标志着补贴实施工作即将开
始遥

新方案以支持重要农畜产品稳产保供尧 农机科
技自主创新尧农机装备智能化绿色化尧风险防控和服
务效能提升等四个方面为重点袁 稳中向好地落实农
机购置补贴政策袁鼓励引导农民购置先进尧适用农业
机械袁着力推动农业生产高质高效发展遥

新一轮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在实施上袁 主要体现
了设定停办受理线尧调整补贴标准尧提升补贴办理手
段尧优化办理流程尧创新核验方式等变化遥

我县新一轮购机补贴方案“出炉”

本报讯渊通讯员 戴南冤年初以来袁县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紧紧围绕企业群众需求袁 主动推进部门联
动袁以野一本证冶为核心袁打破时间尧空间尧部门的限
制袁探索出野交地即开工尧交地即发证尧交房即发证尧
发证即抵押冶全流程即刻办结的野4G冶服务新模式遥

发挥水桶效应袁倒逼制度体系改革遥该局通过试
点探索经验完善制度袁在活动中发现的弊端袁实现了
交易登记职能的整合袁 发挥交易登记一体化的体制
优势袁建立合同备案及楼盘表袁推广野双预告及转本
合并办理冶及野银行一站式服务冶袁通过与金融机构签
订合作协议的方式袁实现野预转正自动登记冶委托批
量办理袁将商品房转移登记简化为野换证冶登记袁实现
常态化的野交房渊地冤即发证尧发证即抵押冶遥

发挥标杆效应袁 带动部门联动创新遥 该局推行
野交房即发证+水电气网冶联动袁通过移动办公社区
现场发证袁发挥共享信息和联办特点袁带动税务尧住
建尧水务尧电力尧燃气尧电信等多部门袁共同提高服务
意识袁利用现场活动便民利民的示范宣传效应袁展现
野苏小登冶党员先锋岗的形象遥

发挥涟漪效应袁实现由易向难服务升级遥 以登记
信息为核心袁便民服务为目标袁部门联动为手段袁实
现服务不断升级袁将第一圈渊产权登记尧抵押登记冤尧
第二圈渊转移预告登记尧抵押预告登记冤尧第三圈渊土
地使用权登记尧抵押冤尧第四圈渊用地规划尧工程规划尧
施工许可冤有机整合袁实现从野1G冶到野4G冶的服务升
级遥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启动“4G”服务模式

本报讯渊记者 张宏伟 通讯员 冯小雨冤9 月
6 日上午袁 中国银行射阳洋马支行与洋马镇举行签
约仪式遥

年初以来袁 洋马镇加强与中国银行等金融机构
合作袁 发挥好银企之间的桥梁作用袁 加大对三农领
域尧中小微企业尧个体工商户尧中药材经纪人的金融
支持力度袁创新金融服务产品袁畅通金融服务渠道袁
优化金融服务模式袁充分发挥金融作用袁奋力推动洋
马跻身全市临海乡镇高质量发展第一方阵遥

中国银行射阳洋马支行成立

本报讯渊通讯员 袁青 成麟祥冤连日来 ,盘湾
镇坚持野三个到位冶,从紧从严织密疫情防控网,确保
师生健康安全遥

安保责任到位遥 该镇按照今年秋学期校园管理
新变化新要求,充实完善安保人员岗位工作内容尧文
明执勤条规尧安保范围等,分别签订责任书,从严从实
守好安保野大门冶,确保校园无闲杂人员进入遥

场所消杀到位遥 该镇落实学校后勤人员负责环
境消杀工作,制定消杀制度,排定日程表,建立逐日考
勤公示栏,用刚性举措,保障校园环境消杀工作落到
实处遥

防疫物资到位遥 该镇各校园均已购置备全洗手
液尧消毒剂尧喷雾器尧儿童口罩尧手套尧测温仪等防疫
物资,并投放到指定位置,为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提
供保障遥

盘湾镇

校园疫情防控抓得实

野吴老板袁我家秧苗好像有病虫害了袁快帮我看看
吧浴 冶日前袁在合德镇兰翠农资门市内袁合德镇边港村
三组村民吴玉江拿着一棵黄巴巴的秧苗着急地问遥

野别着急袁这是天凉水多引起的赤枯病袁用耶锈清爷袁
每亩用量 60 到 90 毫升遥 冶该门市店主吴世翠在仔细观
察了秧苗安慰说遥

野吴老板袁我家 10 多亩机插秧袁田里有不少杂草袁
该用什么除草剂好钥 冶该村水稻种植户张海咨询道遥

野机插秧因为苗小尧苗弱尧机械损伤经常出现明显
药害遥 你就用耶优草龙爷袁它能一次性防除杂草袁而且对
机插秧尧抛秧尧移栽稻苗都很安全遥 冶吴世翠回答遥

据了解袁吴世翠自从开了合德镇兰翠农资门市后袁
一直为该村农民提供农技咨询服务遥 吴世翠是个热心
人袁她主动与农民拉家常袁将种养技能尧市场信息尧病虫

害防治知识及安全小常识等传授给农民袁 帮助农民解
决技术难题袁认真当好农民的野庄稼医生冶遥吴世翠还经
常深入田间地头为农作物野坐诊看病冶尧野配方抓药冶袁指
导老百姓抓好田间管理遥

野吴老板袁我家辣椒有蚜虫袁给我拿包药水喷洒遥 冶
背着药水机的杨大妈停下电瓶车在门口喊道遥野就拿扑
海因吧袁记住袁用 50%扑海因袁添加 800 倍的水袁均匀喷
雾 2-3 次袁阴雨天气建议使用烟雾剂遥 冶

吴世翠毫不吝啬地将自己的科技知识传授给农
民袁 还利用掌握的现代农业实用技术和农产品市场信
息袁引导农民更新观念袁通过言传身教的方式袁把自己
掌握的种田经验及市场信息教给农民袁 提高了农民的
科学种田意识和能力遥

“问诊”农资门市
本报通讯员 薛丹枫 记者 杨向东

野吴妈妈袁您的儿子陈真在部队里荣获三等功遥 祝
贺您养育了一个优秀的儿子遥 他不仅为您争光袁也为农
牧公司尧港开区袁以及射阳百万人民争了光遥 冶

9 月 3 日上午袁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负责人来到县城
金色阳光小区一号楼二单元 504 室吴开美家中袁 向她
家赠送了野三等功臣之家冶的匾牌和三等功喜报遥 该负
责人拉着吴开美的手袁祝贺她的儿子陈真荣获三等功袁
吴开美无比激动袁连声说院野谢谢大家袁谢谢大家浴 冶

吴开美是县农牧公司第三管区承包户袁 她的儿子
陈真于 2009 年 12 月参军入伍袁 在北部战区某部队服
役遥10 多年来袁陈真刻苦训练袁认真钻研战略战术袁多次
受到部队的表扬遥 由于陈真在战术研究中表现突出袁成
绩优异袁在今年 8 月份袁所在部队授予他三等功袁并向
他的家乡寄来立功喜报遥 为了表扬陈真在部队立功授

奖的光荣事迹袁 县军人事务局及时向射阳港经济开发
区和县农牧渔业总公司通报了陈真立功授奖情况袁同
时向陈真的母亲赠送了野三等功臣之家冶的匾牌和奖励
金遥

在吴开美家里袁 大家畅谈部队是培养教育青年人
的大熔炉袁有志于报效祖国的青年人参军入伍袁是人生
锻炼的极好时机遥 在场的港开区尧县农牧公司相关负责
同志表示袁要选送更多的优秀青年到部队培养锻炼遥

立功军人妈妈的微笑
本报通讯员 陈建康 陈 群

近年来袁黄沙港镇依托地处沿海的区位优势和拥有国家中心渔港资源优势袁找准发展定位袁完善提升规划袁高效务实推
进袁倾力打造国际化旅游型特色小镇遥 图为该镇海堤路立面提升工程正在施工遥 王荣 摄

渊上接一版冤公司产品通过 TEX 和绿叶认证袁年产值达
5000 多万元袁利税近 500 万元遥

孙华创业成功不忘家乡父老乡亲遥 现在袁董霞尧尤良
国尧徐芬尧吕文奎尧周昊尧沈德柱等 6 位工人已成为公司的
野常驻大使冶袁每年收入都在 7 万元以上遥他还默默奉献爱
心袁去年疫情防控期间袁先后向敬老院尧中小学及相关企
业捐赠价值 7000 多元的 84 消毒液遥 去年 3 月袁他又拿
出 3 万元袁在长荡小学建立野嘉业书吧冶遥 今年端午节袁他
再次慷慨解囊袁为敬老院老人送去 2 万元遥 去年和今年袁
孙华先后两次向云安村三组贫困大学生捐赠 1 万元遥 多
年来袁孙华主动出资修路袁解决群众出行难的问题遥 截至
目前袁他已捐款尧捐物折合人民币 80 多万元遥

在改革开放大潮中袁孙华勇于拼搏尧开拓进取袁对事
业认真负责袁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本色遥 成就是开拓
者艰难跋涉的记录袁声誉是对开拓者执着追求的夸奖袁绚
烂是理想与价值的燃烧袁孙华苦苦追求的事业必将更加
绚烂遥

矢志创业终不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