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渊上接一版冤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所站尧野百姓名嘴冶工作室等阵地每
月面向青少年和普通党员群众开
展面对面尧 接地气的党史集中宣
讲遥
注重学以致用袁汇聚发展强大动力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袁港
城实验小学结合本校实际袁充分发
挥好学校教书育人尧立德树人主阵
地作用袁将党史教育与学校课程发
展紧密融合袁抓住学生认知尧年龄
特点袁创新学习教育形式袁让广大
学生从党史学习教育中感悟思想
伟力袁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
情感遥

我县始终秉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袁 深化 野网格化+铁脚
板+大数据冶治理机制袁有力有效开
展野我为群众办实事冶活动袁以野钉
钉子冶的精神推动重点民生问题解
决袁 同步建立办结项目回访机制袁
注重举一反三尧建章立制袁真正把
好事办好尧实事办实遥

县人社局结合 野对标争先年冶
野担当实干年冶 活动袁 把握学史明
理尧学史增信尧学史崇德尧学史力行
野四大目标要求冶袁教育引导党员干
部学出信仰信念尧 学出为民情怀尧

学出昂扬斗志尧学出前进动力遥 结
合野创新创特争一流冶活动袁切实把
学习成效转化为工作动力袁精心开
展野人社通冶宣传推广尧人力资源服
务产业园建设尧富民创业贷免申即
办尧执法维权载体建设等特色亮点
工作袁 努力在倾心服务发展大局尧
倾情保障改善民生中袁 学党史尧办
实事尧创品牌尧走前列袁以实际行动
擦亮人社系统共产党员为民服务
的靓丽底色遥 结合野大调研尧大讨
论尧大提升冶活动袁以组织实施为统
揽袁以野孺子牛尧拓荒牛尧老黄牛冶的
进取姿态袁 从严抓好组织推动袁强
化统筹协调袁把党史学习教育作为
一项重大政治任务袁 层层压实责
任袁完善工作机制袁严格督查指导袁
抓实抓细每个环节和步骤袁打造更
多体现人社形象的服务品牌遥

县委负责人表示袁 下一步袁我
县将进一步创新工作方法尧丰富学
习内容尧促进成果转化袁真正让党
员干部受教育尧 让人民群众得实
惠遥 深入开展野两在两同冶建新功行
动袁切实将党史学习教育取得的成
效转化为野我为群众办实事冶的具
体成果尧转化为建设野强富美高冶现
代化新射阳的强大动力遥

红色教育践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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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渊通讯员 李涵 倪梦莹冤近年来袁长荡镇立足丰厚的红
色文化资源袁坚持将用好红色资源与党史学习教育工作相结合遥 党
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袁 该镇依托 4 个烈士命名村及红色文化传习
所袁举办红色文化宣讲活动 65 场次袁参观红色文化传习所尧烈士纪
念碑等 80 余场次袁累计参观人数达到 2 万人次遥

重点突出保护利用袁守好野红色血脉冶遥 长荡镇坚持保护传承本
地丰富的红色资源尧挖掘弘扬红色文化袁开展党史学习教育遥 加强与
市尧县有关部门对接袁广泛收集历史资料和革命烈士的英勇事迹袁将
红色文化与长荡特色紧密结合袁针对红色文化保护开展主题理论研
究和教育实践袁培育红色文化志愿宣讲员 26 名袁努力讲好长荡红色
故事遥 按照野一村一所冶的建设思路袁规划并建成长荡镇宏才社区尧甲
侯村尧云安村尧陈林村红色文化传习所遥

重点突出活动载体袁用好野红色素材冶遥 该镇积极构建野情景教
学+专题宣讲+现场体验冶的红色教育体系袁利用长荡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现场教学开展户外拓展尧野红色课堂冶野青少年主题团建冶等活动
项目曰利用清明尧烈士纪念日尧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等时间
节点袁开展野平安清明袁绿色祭扫冶野主题党日走进红色烈士村冶野红领
巾寻访冶野红色记忆映初心冶 等传承红色文化主题活动 150 余场次袁
让党员干部和群众切身感受革命烈士团结带领群众进行斗争的艰
辛历程遥

重点突出铸魂育人袁讲好野红色故事冶遥 该镇充分发挥红色文化
传习所的教育优势袁有效整合烈士纪念碑等红色资源袁组织广大党
员干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现场教学袁不断深化革命传统教育尧理想
信念教育和党风廉政教育遥 同时袁坚持野红色育人冶袁抓好中小学生的
红色文化教育袁在中小学设置革命传统教育课程袁广泛开展野寻访红
色足迹冶野诵读红色经典冶野我是小小红色文化宣讲员冶等活动袁不断
深化学生的理想信念和爱国情怀遥

长荡镇

传承红色文化赓续红色血脉

小网格尧大担当遥 这张野网冶不网鱼袁网的是居民琐碎
事曰这个野格冶不写字袁记录的是居民盼尧需尧急遥 网格是什
么钥 四明镇将党小组建在网格上袁形成党小组与网格相系
的立体化尧网格化综合治理体系袁推动基层党建与网格工
作深度融合袁 将党总支核心统领作用的触角延伸到村居
的每个角落袁畅通了服务民生的野毛细血管冶遥

社情民意的调查员遥 该镇网格员一律由村组党员干
部尧党小组长担任袁把党的工作融入网格袁做深做实野我为
群众办实事冶实践活动袁开展野两在两同走基层冶尧基层诉求
野大排查冶尧推动服务基层野大提升冶遥通过上门发放调查表袁
对集体经济尧农民增收尧社会治理尧文化生活尧廉政建设等
各类问题进行问卷调查袁确保群众反映基层有回音尧诉求
有处理尧需要有帮助袁增强了网格服务的精准性尧快捷性尧

实效性袁全力打造为民服务升级版遥
风险隐患的排查员遥安全隐患排查是网格员日常工作

的重头戏遥每天身穿网格服袁提着装满资料的袋子袁挨门串
户走访尧询问尧登记袁详细填写当事人姓名尧发生时间及内
容等情况袁做到村不漏户尧户不漏人遥 社区矫正人员尧吸毒
人员要排查袁婚姻家庭尧邻里纠纷尧征地拆迁尧物业纠纷要
排查袁违法违规出租行为尧涉黄毒赌尧涉黑涉恶要排查袁消
防尧交通尧食品药品尧环境安全要排查遥截至目前袁全镇及时
化解各类治安隐患 103 起曰一时无法化解的袁和相关责任
单位一起制定落实好化解措施和化解时限袁将一切可能出
现的不安定因素扼杀在萌芽中袁增强了群众的安全感遥

民生服务的代办员遥 四明镇网格办在为群众办实事
中袁善于从网上发现群众的野难点冶野痛点冶袁经常组织网格

员开展察民情尧解民忧尧惠民生尧暖民心尧聚民力行动袁在接
地气尧同呼吸中问需于民袁当好群众的贴心人遥尤其是特殊
群体野三必到冶袁即脱贫不稳定户必到袁从项目政策资金上袁
扶上马送一程曰空巢老人必到袁帮老人清扫房间袁采购日常
生活用品等袁解决生活不便曰留守儿童家庭必到袁帮留守儿
童疏导心理袁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以关爱袁使他们融入集体
生活遥网格员们坐到群众板凳上尧想到群众心坎里尧干到群
众家门口袁把平凡事做细尧把普通事做实尧把民生事做暖遥

一支笔记录社情民意袁一张嘴调解邻里矛盾袁一双腿
穿梭在乡村田野遥四明镇 181 名网格员天天如此袁进网格尧
访民情尧解难题尧办实事袁练就一副野铁脚板冶袁成为一本野活
地图冶袁打造了网格服务直通车袁极大地提升了群众的满意
度和幸福感遥

小网格兜起大民生
要要要 四明镇构建立体化尧网格化综合治理体系侧记

本报记者 刘燕 通讯员 卞汉杰

本报讯渊通讯员 于祝龙 薛高娣冤 野全体选民院我县及各镇
人民代表大会将于明年 1 月进行换届遥 这是全县人民政治生活中
的一件大事袁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实践噎噎冶国庆长假
过后袁兴桥镇各村居大喇叭反复播报叶致选民的一封信曳袁交通要
道尧家前屋后张贴了换届宣传海报尧选民须知尧选举公告噎噎这是
兴桥镇开展县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宣传的一个缩影遥

继 9 月下旬组建换届选举领导班子之后袁 兴桥镇紧锣密鼓召
开各类动员培训会议袁让大家知道该干什么尧怎么干曰利用墙报尧板
报尧专栏张贴换届宣传口号及标语遥 有电子显示屏的单位在宣传本
部门尧本单位业务内容的同时袁穿插播放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宣传标
语遥 采取大喇叭播放的方式在全镇范围内进行宣传袁对换届选举工
作的政策尧措施尧程序以及新知识尧新进展尧新成效广为宣传袁广泛
动员和正确引导广大选民积极自觉地参加选举活动袁 依法正确履
行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袁使换届选举工作做到家喻户晓曰多方协调公
安尧民政尧村居等各方面力量开展人口摸排袁细致划分选区和代表
所代表的人口比例袁为下一阶段选民登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遥

兴桥镇

做好人大换届选举工作

本报讯渊通讯员 袁青 成麟祥冤入秋以来袁盘湾镇围绕提升
网格化服务知晓率和满意率袁多措并举袁狠抓动员部署尧宣传发动尧
业务培训尧网格议事等环节袁提高了网格化服务管理工作成效袁受
到群众好评遥

该镇从推进网格野五化冶建设尧入户巡查走访尧开展电话调查测
评尧营造浓厚宣传氛围等四个方面入手袁召开工作推进会袁举办业
务培训班袁要求全镇网格员落实网格职责袁到户宣传网格化服务内
容尧法律法规袁实现野全面布网尧网中有格尧格中有人尧人责明确冶的
目标袁提高群众对网格化工作的知晓率遥

该镇统一制作网格公示牌张贴在村渊社区冤人员密集场所袁交
通要道的显眼位置袁悬挂网格主题横幅尧展板曰网格员挨家挨户发
放民情联系卡和野告知书冶袁方便群众咨询联系袁主动接受群众监督
和诉求袁便于及时服务好群众遥

与此同时袁该镇注重强化网格议事工作袁完善网格议事机制袁
丰富议事内容袁让更多的乡贤参与网格议事活动袁让群众切身感受
到网格员和村居干部为民解难事办实事的诚意和决心袁 不断提升
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遥

盘湾镇
提升网格化管理实效

本报讯渊通讯员 宋煜成 于
茜冤10 月 16 日袁我县组织城管系统
规范城市管理执法行为专题培训
会袁全县渊含镇区冤220 余名城市管
理执法人员参加培训遥 会议系统讲
解了城市管理行为和程序规范袁并
对违建查处规范进行学习袁吹响了
执法规范化建设的号角遥

今年以来袁县城管局紧密结合
党史学习教育和野两在两同冶建新
功行动袁着力打造城市治理现代化
执法队伍遥

学习与考核并重遥 该局充分利
用野党建+冶平台和青年学习研讨会
等野线上+线下冶教育形式袁结合具
体案例袁切实提升全员执法业务能
力遥 出台叶射阳县城市管理行政执
法大队在岗在职人员绩效考核办
法渊试行冤曳袁建立行为约束机制袁强

化日常监督遥
管理与服务并重遥 该局大力推

行野721冶工作法袁教育与处罚相结
合袁坚持每日集中晨训袁规范执法
着装袁严格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开
展执法工作遥 用足绣花功夫袁依托
野大数据+网格化+铁脚板冶 模式袁
编织查处流动经营尧 违规户外广
告尧违法建设等城市病的立体式监
督网袁 以智慧城管助推精细化管
理遥

增能与赋权并重遥 该局深入开
展野强基础尧转作风尧树形象冶专项
行动袁 建立健全城市治理长效机
制袁 严格落实行政执法 野三项制
度冶袁开展野双随机一公开冶袁推进行
政执法权限和力量向镇渊区冤延伸
和下沉袁县镇联动破解综合行政执
法改革中的难点和瓶颈遥

县城管局

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

本报讯渊记者 杨健)野以前要
跑到很远的工业园去上班袁照顾老
人尧小孩很不方便袁现在就在家门
口工作袁5 分钟就到了袁 而且收入
也很不错遥 冶今年 55 岁的射阳经济
开发区合东居委会居民王晓丽说袁
现在袁 中午可以有时间给孩子烧
饭袁也能及时回来照应一下家里的
两位老人遥

王晓丽所说的上班袁就是去距
家 1 公里的盐城博洋服饰有限公
司做缝纫工遥 今年 3 月袁合东居与
博洋服饰签订村企联建合作协议袁
通过对旧厂房进行改造袁实现腾笼
换鸟袁为企业提供了近千平方米的
生产车间遥

近年来袁合东居委会党总支拓
展基层党建工作思路袁建立以野村
企联建窑振兴乡村冶 为主题的党建
工作新模式袁开启组织联建尧党员
联管尧活动联办尧人才联育尧资源联
用尧产业联促的野村企联建冶模式袁
有力促进了群众增收尧村集体经济
壮大袁确保村尧企尧民三方互惠互
利尧共同发展遥

前期袁合东居党总支与居内企

业积极沟通袁 了解企业用人导向尧
用人政策尧 薪酬福利和工作强度袁
积极引导符合条件的村民进企工
作袁带动居民增收致富袁也为企业
解决用工问题遥 野村党总支召开会
议袁重点讨论居民如何更好地进企
就业问题袁 已先后介绍 70 多名居
民到博洋服饰应聘遥 冶合东居委会
党总支书记梁总国介绍道遥

家住合东居的李艳华袁 此前在
家带了几年孩子袁 全家人都靠丈夫
的工资过活袁生活并不富裕遥 合东居
委会在摸排困难家庭时了解到她的
情况袁 鉴于李艳华本身有过多年服
装行业从业经验袁 便将其推荐到博
洋服饰工作遥 野每年多了五六万元的
收入袁既能赚钱袁又能顾家袁真是一
举两得遥 冶李艳华说遥

开展村企联建袁转移居内剩余
劳动力袁 带动村民增收致富袁2020
年袁 该居委会人均收入达 2.6 万
元遥 目前袁该居委会正在进行合东
工业园建设的申请袁 一旦申请成
功袁每年将为集体增加几百万元的
收入遥

合东居委会

村企联建好项目

日前袁记者在机场路沿线看到袁柏油
马路宽敞畅通尧村庄街巷整洁美观袁路灯
柱子上悬挂的野创文冶标语引人注目袁构成
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遥

年初以来袁合德镇以环境整治作为助
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的有力抓手袁 采取
野镇党委+村居渊社区冤党支部+志愿者冶的
网格化管理模式袁 将镇域划分为 33 个创
文网格板块袁每个网格由野镇班子+N冶实
行责任管理袁把日常环境整治尧厕所革命尧
疫情防控等管理工作精准落实到人袁致力
打造庭院美丽尧村庄清洁尧污水治理尧户厕
改造尧道路美化的新农村遥

野你好袁 我们是片区的网格管理员袁
请周老板规范经营袁 摊位不要摆在人行
道上袁这样既不好看袁又不方便行人曰老

张袁请你规范停车曰老李袁请你把屋前的
杂物搬走曰小刘袁请你把剩余的建筑垃圾
清掉噎噎冶这一声声温馨的话语袁是交通
路社区陈华对所辖片区群众违章行为的
提醒和劝告遥

10 月 18 日袁在北三环路两侧袁该镇
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带领施工人员正在
抓紧时间修补路缘石尧下水道井盖袁清理
垃圾尧杂草等袁尽管大汗淋漓袁衣衫湿透袁
但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遥 野能让群众有一
个美丽舒适的居住环境袁 能改变镇容镇
貌袁我们苦点累点不算什么浴冶在现场工作
的杨辉高兴地说遥

野道宽了袁路顺了袁房前屋后干净了袁
心里也舒服了许多遥 冶家住北三环路路旁
的刘勇说遥

据介绍袁 自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启动以来袁 合德镇已新修沥青马路 9000
多米袁改造污水管网 20000 多米袁全镇改
厕率达 99%袁居民的幸福感尧获得感不断
提升遥

整治环境助“创文”
本报通讯员 薛丹枫 记者 杨向东

连日来袁随着菊花不断盛开袁鹤乡菊海园区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观光游览遥 图
为游客在菊海合影留念遥 吴贵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