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渊通讯员 颜洁 田翔龙冤9 月 26 日原27 日袁为期两天
的全市动物防疫职业技能竞赛圆满落幕袁 我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
中心荣获团体一等奖袁陈立云获评野动物防疫技能竞赛状元冶袁侯长
娟尧邵君获评野动物防疫技能竞赛技术能手冶遥

县动物疫病防控中心获市
职业技能竞赛团体一等奖

本报讯渊通讯员 丁伟阳冤10 月 2 日袁城东派出所接到 110 指
令称千鹤湖公园有一名儿童走失袁希望民警帮忙寻找遥 民警李国
良接警后迅速处警袁最后在离走失地约 3 公里处找到该男孩遥

据了解袁 国庆期间袁 湖南长沙的罗女士和两个孩子回射阳探
亲袁两个孩子被爷爷带去公园玩耍袁待到爷爷回来时发现只有一个
孩子遥 罗女士和家属赶忙回头沿路寻找袁 找了好几遍都没见到自
己孩子的踪影袁心急如焚的罗女士只能向 110 求助遥民警到达现场
后袁发现罗女士情绪激动袁就一边安抚罗女士情绪袁一边调取相关
监控视频袁发现孩子沿四环路向东走去袁便赶忙驾车沿小路寻找遥
经过 20 分钟搜寻袁最终在离公园约 3 公里处找到小男孩遥 罗女士
紧紧抱着孩子袁失声痛哭袁并向民警连声道谢遥

儿童游玩走失
民警帮着找回

本报讯渊通讯员 王文富冤9 月 30 日袁射阳经
济开发区关工委利用退役军人服务站袁开展以野缅
怀英烈袁传承红色基因冶为主题的教育活动袁组织
陈洋中学 60 多名学生来到军人服务站袁聆听英烈
故事袁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尧爱国主义教育和思想品
德教育遥

在经开区退役军人服务站袁学生们凝视着野全

军十大英模冶巨幅标牌袁聆听讲解员的讲解袁张思
德尧董存瑞尧黄继光尧邱少云尧雷锋尧苏宁尧李向群尧
杨业功尧林俊德尧张超等野十大英模冶的感人事迹深
深触动了学生们的心弦遥 在该校副校长倪军的带
领下袁同学们面朝熠熠生辉的英模照片袁发出铿锵
誓言院野向英雄看齐袁勤奋学习袁努力报效祖国遥 冶

经开区关工委利用野烈士纪念日冶教育学生

渊上接一版冤促进供需对接袁线上线下多渠道广搭
台袁持续开展线上招聘袁会同各镇区在元旦尧春节尧
五一等时间节点分别开展促进返乡留乡人员尧妇
女尧青年就业创业等不同主题的线上招聘活动袁线
上各类职位查看尧对接 8000 多人次袁同时根据疫
情防控情况和企业需求袁 组织各类线下招聘活动
18 场次遥 推动专题对接袁为立讯精密尧比亚迪等重
点企业项目召开用工服务专题对接会袁 组织镇区
小规模专场招聘袁 五一期间为部分规模企业举办
野直播送岗冶活动袁视频点击观看达 4援07 万人次遥
强化就业援助袁优惠政策大力度强落实袁制定出台

叶关于做好2021 年公益性岗位托底安置就业工作
的通知曳渊射人社发也2021页35 号冤袁 对年度目标任
务进行分解袁 发动全县各部门单位新开发了公益
性岗位 140 个遥 针对就业困难人员社保补贴工作
中存在的问题袁通过深入研究袁制定叶就业困难人
员认定及社保补贴操作流程曳袁全面加强就业困难
人员公共就业援助服务袁 为就业困难人员开展一
次职业指导尧两次岗位推介尧一次培训推荐等就业
服务遥 今年以来袁累计为 2368 名就业困难人员拨
付社会保险补贴 2739援44 万元遥

县国庆专场招聘会架起野就业桥梁冶

渊上接一版冤
夜晚的千鹤湖公园游人如织袁 健身步道两侧

红旗随风摇曳袁 连心桥上还新添了 30 盏宫灯袁给
来市民带去不一样的心情遥下午五点多袁一群结伴
而来的年轻人从连心桥走过袁 纷纷掏出手机与红
旗尧 宫灯合影袁 红色的光影映衬着青春洋溢的脸
庞袁桥上桥下都充满欢声笑语遥湖面上的水幕激光
秀变换着光影袁 游客们聚精会神地看着水幕中的
红色电影袁 光影变换间袁 爱国教育已深入人心遥
野这种方式的爱国主义教育真的是非常特别袁让我
们在欣赏美景的同时加深了爱国主义情怀遥冶游客
宋茜茜抱着女儿在喷泉旁驻足袁 母女俩都看得十
分专注遥

地处湿地旅游黄金地带的黄沙港渔港小镇
里袁充满海洋风情的野环海湿地窑寻味射阳冶黄沙港

首届海鲜美食节吸引众多美食老饕驻足遥 购周边
品美食袁找寻最新鲜的梭子蟹和鲳鱼袁再买两箱最
正宗的海虾米带回家噎噎专程从盐城市区开车前
往海鲜美食节的吉兴祺满载而归遥 10 月初的天气
依旧火热袁 但前往海鲜美食节捧场的游客仍然络
绎不绝袁 渔港小镇平均每日接待游客量超 1.5 万
人遥

近年来袁 我县一体化推进环海湿地旅游区建
设袁重点构建日月岛康养旅游度假区尧万亩金海森
林公园尧黄沙港渔港小镇尧湿地公园等四大功能板
块袁努力打造长三角最佳海滨湿地旅游区遥仅国庆
节前三天袁我县累计接待游客 35 万人次袁各大景
区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氛围袁 呈现出一片片花
的海洋尧人的海洋尧喜悦的海洋遥

市民打卡景点袁触摸野身边的幸福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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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袁县直尧乡镇医疗机构近百名内分泌科医务人员齐聚合兴卫生院门诊三楼会议室袁聆听市一院
内分泌科主任医师任向东尧县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陈亚东关于 2型糖尿病降糖调脂最新治疗指南尧方
案以及降糖调脂新概念等学术讲座遥 居文俊 摄

本报讯渊记者 王鹏冤10 月 5 日下午袁全县 2022 年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筹资工作会议在县行政中心一楼中会议室召开袁县
委常委尧常务副县长凌晓东出席会议并讲话袁副县长吴海燕主持会
议遥

凌晓东指出袁病有所医是基本民生要求袁建立城乡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制度袁是帮助群众抵御重大疾病风险的有效途径袁对于减轻
群众负担尧缓解群众因病致贫尧因病返贫尧维护社会稳定等具有重
要意义袁是实现脱贫攻坚任务的重要保障遥 各部门尧镇区尧村居尧医
院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袁集中时间和精力袁积极主动开展工作袁
确保全面完成 2022 年度参保筹资目标任务遥各相关单位要研判困
难挑战袁克服参保人员流动分散尧工作量大等困难袁关注重点人群
参保情况袁确保筹资工作顺利开展曰要明确目标职责袁充分利用网
格化管理优势袁将筹资任务细化分解袁各相关单位要密切配合尧周
密部署袁加大推进力度袁不折不扣地完成目标任务曰要动员宣传袁尽
可能大地扩大宣传范围袁利用多渠道尧多形式把目的意义尧政策内
容讲深讲透袁让广大居民消除疑虑曰要传递责任压力袁迅速成立领
导小组袁制定工作方案袁召开动员会议袁分解任务尧细化责任袁认真
落实属地责任和主体责任袁部门间要各司其职袁密切配合袁全力以
赴把这件利民惠民的好事办好袁为我县城乡居民医疗保障事业健
康发展作出新的贡献遥

县召开 2022 年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筹资工作会议

国庆小长假袁天气晴好遥 漫步在合德
镇大街小巷尧村庄沃野袁平坦整洁的后街
背巷尧 秩序井然的车流尧 和谐友爱的群
众尧 贴心服务的志愿者噎噎处处洋溢着
浓郁的文明之风遥

文明劝导助创文
野同志您好袁请将车子停在停车线以

内等红灯袁不要越线浴 冶10 月 4 日袁在合
德镇人民路与双山路交叉口袁 一位头戴
小红帽的志愿者正在对市民不文明交通
行为进行劝导遥

连日来袁 该镇文明劝导志愿服务人
员天刚亮就踏上野创文冶之路袁开展路段
劝导袁尽职尽责地值班值守遥

对不文明行为袁 志愿者都会轻声细
语袁微笑劝阻遥 尤其是对闯红灯尧乱穿马
路等违章行为进行认真纠正袁 帮助市民
提高安全和文明意识遥

该镇交通路社区志愿者郭美艳表
示袁作为一名文明劝导者袁有责任为文明
建设出一份力遥即使不在执勤期间袁走在
街上发现有人闯红灯袁也会善意提醒曰有

人丢垃圾袁总会捡起来扔进垃圾桶噎噎
守好创文野自留地冶

10 月 2 日凌晨 5 点袁 当大多数市民
还在梦乡里袁 身着黄马甲的环卫工人吴
海梅就已拿着扫帚在县城三环路清扫落
叶袁开始了一天的工作遥

入秋以来袁道路上的落叶增多袁加班
加点成了环卫工人的家常便饭遥 野入秋以
来袁我们延长作业时间袁增加作业次数遥
现在城区道路保洁实行一日三扫袁 全天
12 小时保洁袁 确保道路保洁横到边尧纵
到头袁不留死角遥 冶该镇相关负责人告诉
笔者遥

与此同时袁在该镇大街小巷袁每天穿
梭着身穿红马甲的机关干部遥 从 10 月 1
日开始袁 合德镇将 200 名机关工作人员
分派到全镇 33 个村居渊社区冤袁实行责任
分包袁明确到人遥镇城乡环境整治督查组
每天进行专项巡查袁各村居尧社区每天在
野合德镇城乡环境整治工作群冶里野晒冶相
关工作图片和视频袁每月通报尧打分袁列
出名次遥

入户宣传播新风
10 月 2 日袁 合德镇双龙社区开展

野文明花放社区袁公约常守心中冶志愿服
务宣传活动袁 志愿者和居民一起读创文

宣传手册尧做入户调查问卷袁向居民宣传
创文知识袁收集居民们的意见和建议袁这
是合德镇提高社区居民创文工作的知晓
率尧参与率和支持率的一个缩影遥

国庆长假以来袁 合德镇各社区纷纷
联合共建单位尧在职党员尧志愿者袁利用
国庆假日时间进行创文入户宣传遥 上门
入户与居民谈心袁了解社情民意袁用实际
行动作表率袁为创建文明城市贡献力量遥

入户期间袁 该镇党员志愿者向社区居
民讲解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相关知识袁 发放
叶射阳市民文明手册曳叶文明交通倡议书曳等
宣传资料袁 指导社区居民填写创文模拟调
查问卷遥 同时袁根据入户家庭情况进行信息
登记袁收集社区居民对创文工作尧社区建设
的意见遥

文明花开香满城
要要要合德镇国庆假日推进创文掠影

本报通讯员 薛丹枫 记者 杨向东

本报讯渊记者 仇珺冤秋风送爽袁硕果飘香遥 9 月 30 日上午袁在
千秋镇阳河湾袁一群身着红色服装的打鼓队正在舞台上表演叶中国
鼓曳袁热情洋溢的鼓声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个人遥 旅游节在鼓声中拉
开帷幕袁现场观众享受到了一场精彩的视觉盛宴遥

野我今天刚到千秋袁国庆假期会在这游玩几天遥 这里自然风光
美丽袁人文氛围浓厚袁是全家旅游度假的好去处遥冶游客陈丽丽对记
者说遥

歌舞表演过后袁双人快板叶野两在两同冶建新功曳叙述了千秋镇
在野两在两同冶工作中的成绩袁群口快板叶竹板声声颂党恩曳表达了
人民群众对党的眷恋袁情景剧叶我们这一辈曳情景再现了我们的父
辈在千秋生活尧奋斗的场景噎噎

近年来袁千秋镇抢抓乡村振兴机遇袁实施旅游兴镇战略袁以现
有的丰厚自然风光资源为基础袁以野千秋鼋影冶尧长寿尧垦殖等文化
底蕴为依托袁做大做强乡村旅游袁致力打造集产业经济尧自然教育尧
旅游观光尧滨水休闲尧度假娱乐尧田园养生等功能于一体的田园旅
游度假区遥

野今年是我镇举办的第四届旅游节袁之后将推进耶生态+旅游尧
旅游+康养爷新形态袁丰富生态旅游新内涵袁欢迎八方来客来千秋遥
以耶到千秋尧荡秋千爷为依托袁以点连线袁以线带面袁打造一村一品尧
一村一景全域旅游新画卷遥 冶千秋镇镇长蔡雪峰表示遥

千秋镇举办第四届旅游节

本报讯渊通讯员 王静 柏安璇冤日前袁兴桥镇组织开展趣味
运动会尧文艺汇演等文体活动袁庆祝国庆袁强健干群体魄袁丰富居
民生活袁陶冶大众情操遥

该镇开展趣味运动袁组织镇机关尧村居尧双管单位尧少数民族
共 100 余名干部职工袁在镇市民广场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野初心
向党共迎国庆冶趣味运动会袁依次进行三人四足尧跳绳尧乒乓球颠
球过障碍尧集体拔河等项目比赛袁充分展现全镇干部职工团结向
上尧奋勇争先的精神面貌遥 联动 15 个村居袁先后在西移尧南庄尧新
庄尧跃中等村居举办野学党史窑迎国庆冶主题文艺汇演袁通过歌舞尧
乐曲尧相声等表演形式袁生动展现新时代美丽兴桥的幸福生活和
广大群众的良好精神风貌袁深刻诠释全镇人民对党和祖国的热爱
和崇敬之情遥

兴桥镇载歌载舞庆国庆

本报讯渊记者 吴炘恒 通讯员 刘金海冤9 月 29 日下午袁由
盘湾镇政府主办袁盘湾镇残疾人联合会承办袁盘湾镇农民艺术演
出团协办的主题为野迎国庆窑助残献爱心文艺义演冶在盘湾镇残疾
人综合服务中心举行遥

26 名爱心演员为该镇近 120 名残疾人带来 3 小时的精彩演
出袁每一首歌尧每一曲旋律都饱含了对党的热爱袁对祖国母亲的祝
福袁赢得了残疾朋友们一阵阵热烈的掌声遥 文艺汇演不仅抒发了
社会各界关心关爱广大残疾人的无私情怀袁也展示了盘湾镇文化
助残的工作成效袁鼓励残疾朋友自尊尧自信尧自强尧自立袁爱党尧爱
国尧爱家尧爱己袁迎接更加精彩尧更有意义的人生遥

盘湾镇开展庆国庆助残文艺演出

本报讯 渊通讯员 陈瑶 陈红丽 记者 周
蓉蓉冤国庆前夕袁为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袁新
坍镇纪委抓早抓小尧创新形式袁督促党员干部时刻
绷紧纪律弦尧把好野廉洁冶关遥

开展集中整治袁常亮野监督剑冶遥 该镇党委尧纪
委在全镇范围内开展节前 1 个月 野作风集中整
治冶袁不断巩固野担当实干年冶野正风肃纪冶等专项行
动成果曰镇纪委围绕上下班纪律尧值班值守尧工作
日饮酒以及重点工作推进等开展集中式尧 突击式
专项督查 20 余次袁以问题为导向袁抓反面典型遥截
至目前袁已对督查发现的作风漂浮尧工作推进不力
等问题谈话提醒 6 人遥

通报典型案例袁常照野双面镜冶遥 该镇纪委在
野新坍微信公众号冶增设野清风新坍冶版块袁节前向
党员干部推送黄玉明尧 吴琪林等身边的廉政人物

故事袁发挥示范效应袁倡树正能量袁形成比学赶超
的良好氛围遥 同时袁组织全镇党员干部学习中央尧
省尧市尧县关于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的
通报袁并结合本镇野作风集中整治月冶督查发现的
问题袁用活反面典型袁以身边事教育身边人袁督促
全镇党员干部守牢底线过好野廉冶节遥

发送廉政提醒袁常念野紧箍咒冶遥 该镇党委尧纪
委通过微信工作群尧廉政谈话等方式袁打好野预防
针冶袁严防野节日病冶遥 由班子成员牵头袁对村渊社
区冤尧 部门单位负责人开展分层分级廉政约谈袁再
次向党员干部重申严守中央八项规定及省市县委
作风建设规定尧严格执行值班制度尧不得违规发放
津补贴等纪律要求袁 督促大家树好形象尧 放好样
子袁始终筑牢拒腐防变底线遥

新坍镇纪委守野廉冶关过野廉冶节

野群众过节袁我们过关袁不分昼夜遥无论日常还是假期袁都
要时刻保持警惕遥 只要值班电话一响袁我们就会第一时间高
效应对遥 冶10 月 4 日袁县应急管理局负责人在介绍应急管理
值班值守情况时说遥

盛世迎华诞袁喜气荡神州遥在这阖家团圆尧举国欢庆的日
子里袁县应急局每天安排 10 名人员值班值守袁负责应对可能
发生的突发情况袁督导检查企业安全生产遥 每天上午十点半
前报送当日安全防范工作情况袁下午五点前汇总当日安全检
查情况袁随时准备接受市值班系统的值班抽查和视频会议调
度尧信息收集处理尧事件协调处置尧报告请示传达尧编报紧急
信息和接听来电等等遥

10 月 1 日袁 危化科科长严海东带队在中国石油天然气
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盐城射阳销售分公司进行检查袁 在罐区尧
发油区尧油气回收区用手持可燃气体报警仪检测可燃气体浓
度袁未发现报警袁检查发油记录尧领导值班带班情况遥

10 月 2 日晚袁 临海分局联合监察大队工作人员对江苏
格莱特纺织印染有限公司野能耗双控冶 期间停产复工情况进
行夜查袁发现 7 条一般安全隐患袁均落实企业限期整改并录
入省执法终端袁后续跟踪复查遥同时袁对 4 条整改难易程度低
的安全隐患落实企业立即整改遥

10 月 3 日袁 监察大队联合镇区安监局对江苏光明乳业
有限公司开展安全检查袁督查企业值班值守情况袁对企业的
有限空间辨识和管控尧 危化品库房日常管理等实地检查指
导遥

野值班需要做这一系列的耶动作爷袁看似简单袁但对值班人
员来说都像是一场耶战斗爷袁身体随时待命袁大脑始终运转袁直
至第二天上午八点半交接离开遥 冶正在值夜班的两名工作人
员说出对应急管理值班的感受遥

值班值守保平安
本报通讯员 胡井霞 记者 李文华

国庆假期袁 盐城嘉业高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围绕全
年生产目标袁加班加点不停工袁全力以赴冲刺今年最后一季遥

10 月 3 日下午袁在该公司生产车间袁焊花四射袁机声隆隆袁
一台台生产设备马力全开袁一派加班加点忙生产尧一着不让冲
全年的繁忙景象映入眼帘遥 公司大门口袁一台台等候发货的物
流公司卡车整装待发遥

该公司自动化调试负责人还正龙笑呵呵地对笔者说院野我
们公司中秋国庆耶两节爷不放假袁工人们仅在中秋节晚上回去
与家人们团聚了一下袁确保公司按时交货遥 尽管耶双节爷没有休
息袁 但是我们心里很高兴袁 因为订单越来越多袁 大家干劲十
足遥 冶

在公司食堂袁炊事员董霞忙得不亦乐乎袁她笑呵呵地说院
野今年耶双节爷全家三口都在公司上班袁我老公和儿子一个是车
床工袁一个是装配工遥 虽然我们没有出去旅游袁但不后悔袁全家
长假可以增加近 3000 元的工资收入袁何乐而不为呢浴 冶

在车间袁 笔者遇到正在检查产品质量的公司副总经理孙
长江袁他兴奋地说院野十一期间袁我们公司根据订单的要求袁34
名工人全部加班加点生产遥 像宁波东经新型面料有限公司尧宁
波北纬长毛绒有限公司订单交付量大袁并且交付时间比较紧袁
因此袁我们对生产线的安排基本上是两班全部安排生产袁预计
10 月 25 日可以完成交货任务遥 冶

国庆加班忙生产
本报通讯员 李涵 张建忠

野我和我的祖国袁一刻也不能分割噎噎冶10 月 1 日上午袁
临海镇八大家社区 10 多名农家女袁身着各式旗袍袁走进乡间
田头尧茨菰种植基地尧小区广场袁挥舞着小红旗袁在激情的旋律
中纵情歌唱袁表达对伟大祖国的深深祝福袁展示了新时代女性
风采遥

这支旗袍队队员都是来自本社区的农家女袁 她们没有 T
型台袁 脚下那纵横交错的阡陌就是最大的舞台曰 没有舞台背
景袁绿色的田野就是最靓丽的背景曰没有走过台步袁但款款而
来袁摇曳生姿袁顾盼神飞的眼神里洋溢着幸福与自信遥 旗袍队
队长于君说院野现在农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袁 农村妇女也开始
追求高雅文化袁更多人爱上了旗袍袁每天在一起散散步袁练习
练习广场舞袁我们的劲头可更足了遥 冶

据该镇负责人介绍袁 像八大社区的旗袍队和广场舞蹈队
全镇有 20 多支袁她们追随着时代尧承载着文明尧浸染着幸福生
活尧憧憬着美好未来袁用红纸伞尧花旗袍靓丽了村景袁燃起了希
望袁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遥

旗袍秀袁秀出乡村美
本报通讯员 张同祥 金雅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