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渊记者 贾凡冤6 月 17 日下午，县住建局举办了
“强国复兴有我 共筑住建辉煌”微党课比赛。

比赛中，16 名参赛选手紧扣主题，结合我县城市建设成
果与身边先进典型，讲百年奋斗、述家国情怀、谈发展成就、颂
时代精神，运用启迪心智的金句、通俗质朴的语言、真实感人
的案例，将百年党史和我党的初心使命紧密相连，发人深省又
振奋人心。选手们的精彩发挥赢得台下观众的阵阵掌声。

比赛结束，大家纷纷表示。此次比赛为党员干部提供了一
个展示党员风采的平台和锤炼党性的机会，进一步激发了广
大党员干部干事创业、争当先锋、扎实做好重点项目建设、民
生工程建设、质量安全监管等各项重点工作的热情。

县住建局

举办微党课比赛

本报讯渊通讯员 朱晓春 记者 杨向东冤年初以来，
县农水集团党委面对新整合后的基层党组织发展需求，用
心培强增粗党建工作链条，以顺应集团发展的新要求。

培育责任链。该集团压实机关支部责任，充分发挥自身
优势，带头加强党建工作政策、理论、文件的学习，成为集团
党建工作的尖兵和前哨，在组织工作上作表率；本着“请进
来”“走出去”的原则，邀请市县党校专家对党员进行培训，
同时组织党务人员赴发达地区先进国企学习。

做大产业链。该集团内部的建设支部、水务一支部、水
务二支部紧贴主业产业经营，立足基层一线，主动亮旗在
前、亮牌在岗、亮徽在胸，尽快打造培育优秀党建品牌；面对
基层支部重视产业，而忽视党建的实际，定期举行党建工作
实务培训，力促达成党建、产业“齐步走”的目标。

增强服务链。该集团优化“党建带团建，团建促党建”工
作格局，充分发挥工青妇的桥梁纽带作用，深化工作联动，
群策群力促进集团高质量发展；强化农林场圃各支部党建
工作，一场一策，因场制宜，逐个突破党建工作难点，在确保
评价标准不降、工作要求不降的同时，重点加强对离退休党
员的服务和老干部支部的活动开展，以彰显组织对离退休
党员的关怀，不断丰富离退休党员的组织生活。

县农水集团用心铸造党建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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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渊通讯员 陈敏军冤近年来，县旅投集团持
续强化作风建设，持续打造想干事、干成事、不出事的干
部队伍。

从严落实“一岗双责”。该集团坚持把党风廉政建
设“一岗双责”抓在手上、扛在肩上、落实到行动上，制定
集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分工，明确党风廉政建设的

“责任清单”，组织集团各部门、子集团签订《党风廉政建
设目标责任书》，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责任
体系。

从严加强制度约束。该集团以现代企业管理制度
为抓手，完善企业组织架构，规范党组会、董事会、监事

会、三重一大会和经营层会议的决策程序，在建立健全
了《董事会议事规则》《三重一大制度》《财务管理制度》
等 27 项内控制度的基础上，对重大事项决策、重要干
部任免、重要项目安排都经研究后执行，确保集团决策
合法合规。

从严开展专项治理。该集团抓住春节、“五一”等关
键节点，结合作风建设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行动，着力解
决吃喝、交往等上的不良风气。重点把控项目中的招投
标管理、竣工验收及大额资金支付等重点环节，引导全
体干部职工心存敬畏、手握戒尺，慎独慎微、勤于自省，
不断营造风清气正、清正廉明的干事创业氛围。

县旅投集团持续提升作风建设水平

本报讯渊记者 徐武星冤6 月 17 日下午，鹤鸣姑苏·
灵动江南 2022 年射阳（苏州）精密结构件产业链招商推
介会在苏州举行。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统战部部长尹
胤祥出席活动并致辞。上海缔鸿智能装备、南京贝尔电气
等 50 多家精密结构件产业链企业应邀参加活动，现场集
中签约产业项目 12 个，计划总投资 31.2 亿元。

尹胤祥在致辞中说，近年来，射阳积极抢抓长三角一
体化、长江经济带、江苏沿海开发等重大战略叠加机遇，
锚定向海图强新坐标，持续厚植产业根基、赋能绿色发
展，经济社会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射阳坚持项目强
县首要战略，持续厚植产业竞争优势，风电装备、动力电
池 2 条地标性产业链加速崛起，粮油加工、精密结构件 2
条优势产业链特色鲜明，智慧家纺、光电显示、水污染防
治设备 3 条潜力产业链优势突出。特别是随着比亚迪、立
讯、创维、科阳、科羿等头部企业的落户，有力推动精密结
构件产业聚链成群，今天现场签约的一批产业链项目，更
是让射阳如虎添翼。真诚邀请各位企业家多到射阳走一
走、看一看，感受“丹鹤故乡”的别样美丽，寻求“拥抱蔚
蓝”的合作良机，共绘“浓墨重彩”的美好未来。

活动中，合德镇、盘湾镇、兴桥镇作专题招商推介，部
分嘉宾代表作交流发言。

2022射阳（苏州）精密结构件
产业链招商推介会成功举办

少年强则国强。青少年身心健康、体魄强健、意志坚
强、充满活力，是一个民族生命力旺盛的体现，是社会文
明进步的标志。近年来，县体育局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
下，大力推进竞技体育工作，通过建设体育设施、开展竞
技活动、培养体育精神等多种方式，充分发挥体育育人
功能，积极培养未成年人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和健康的
生活方式，有力促进了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每天傍晚，天色渐黑，但随着灯光点亮,公园夜间的
运动高潮刚刚来临。在全民健身中心田径场上，市民三
五成群或散步、或小跑；游泳馆内，游泳爱好者在水中或
仰泳、或蛙泳。记者在户外篮球场地见到了经常来这里
打球的高中生刘紫龙，他告诉记者：“全民健身中心的健
身设施先进、配套服务完善，特别适合开展各项锻炼，最
重要的是免费为我们开放使用。除了来这里打篮球，我
和同学还经常来这里游泳，或者到田径场散步、慢跑，一
举多得。”

像全民健身中心这样免费或低收费为未成年人开
放的公共体育设施在我县还有很多，目的就是让更多的
青少年“动起来”。县人民体育场、后羿体育公园及城区
各社区口袋公园体育设施免费对未成年人开放，县体育
馆、全民健身中心游泳馆实行低收费对未成年人开放。
免费和低费开放体育设施以保障青少年开展体育锻炼

的需求，不断提高未成年人体育锻炼意识，促进青少年
养成积极参加体育锻炼的良好习惯，不断提高身体素
质。

江苏省第二十届运动会将于 2022 年 8 月 28 日至
9 月 5 日在泰州市举行。连日来，我县充分发挥体育系
统特点积极备战，62 名运动员正在县少年体育学校、大
约 160 名运动员在市体校紧张而有序地训练，全力冲刺
省运会体适能、空手道、跆拳道、中长跑、乒乓球、游泳等
项目。

近年来，我县竞技体育成绩稳步提升。而这与我县
加大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和输送力度密切相关。县
体育局组织业余体校教练深入各学校指导开展课后体
育训练工作，发现苗子及时输送到县体校进行系统训
练。县业余体校常年开设举重、田径、篮球、跆拳道、网
球、游泳及少儿体适能等项目，在校学生约 200 多人，利
用星期六日和寒暑假组织学员到县体校运动场所集中
训练。2018 年，我县体校被省体育局授予高水平体育后
备人才单项训练基地。今年以来，该校先后向省输送运
动员 3 人、向市输送 3 人。2021 年，除小将蒯曼先后斩
获乒乓球世青赛三项冠军、一项亚军，全国青年乒乓球
锦标赛一项冠军、全运会乒乓球一枚铜牌外，还有三人
斩获全国棒球锦标赛冠军，12 人斩获其他各类竞技体

育省级冠军。在十一届残运会暨第八届特奥会跆拳道比
赛中，我县也取得 1 银 5 铜 4 个第五名的优异成绩。

我县充分发挥体育运动的辐射引领作用。县爱达国
际青少年俱乐部、奥林跆拳道、射阳棋院、锐星足球、
8090 篮球公园、梦圆篮球馆、爱酷、功夫会、领跑体育、
卓越儿童健身等体育场所，常年为广大青少年参加健身
活动提供课外体育活动场所。通过定期举行青少年足
球、乒乓球、围棋、跆拳道、武术等形式多样、有益于青少
年身心健康的体育比赛活动，广泛吸纳青少年参加体育
健身活动，不断提高青少年体育运动水平。

体育精神是体现体育运动理想、信念、节操及体育
知识、体育道德、体育审美水平的标志，是体育运动的支
柱和灵魂。我县高度重视培养青少年体育精神和体育礼
仪。县业余体校在组织学员日常训练时，要求严格、训练
刻苦，大力培养青少年吃苦耐劳的体育精神，并注重培
养青少年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同时，创新训练方法，通过
穿插游戏、拓展、互动等环节，提高训练积极性。此外，还
注重加强青少年体育礼仪的培养，在日常训练中规范每
一名运动员的礼仪要求，以养成尊重师长、裁判和竞争
队手良好风气，将团队集体荣誉感和使命感上升到更高
的层次。

奔跑吧，少年
——— 我县加强青少年体育建设工作走笔

本报记者 张慎传 通讯员 孙文锦

本报讯渊通讯员 薛丹枫 记者 陈俊杰 吴君灵冤
合德镇作为我县的城关镇，是创文工作的主战场，肩负着
文明创建排头兵的重要使命。今年以来，该镇始终把创文
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强抓后街背巷整治和长效管护，扎实
推进创文工作落细落实，确保高质量完成各项创建任务。

该镇发鸿社区下辖的范围属于我县的老城区，覆盖
了较多的沿街门市和老旧街道。为确保创建文明城市工
作不失分，该社区聘请志愿者清理辖区内的各类垃圾和
牛皮癣小广告，同时对老旧房屋的墙体立面进行翻新，达
到了良好效果。“每天都能看到志愿者在这进行清扫工
作，路面被清理得干净整洁，工作时心情也更加舒畅。”面
对日新月异的变化，市民吉建军很是感叹。

位于该镇的健康路，路两侧车辆停放有序，商铺门面
清爽整洁，环境焕然一新。身穿红色马甲的志愿者已经连
续多日对周边的公共设施进行清理和维护，有的弯腰用
钳子清理花坛垃圾，有的蹲着清理杂草，有的清扫路边垃
圾，并且积极参与到沿街路面车辆停放劝导管理工作上
来。

社区创文工作开展得好不好，关键看后街背巷。为了
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该镇与沿街商铺签订门
前三包责任状，努力激发人民群众的存在感、参与感和获
得感，引导广大群众积极投身创文工作。沿街商户们纷纷
表示：“作为商户一定积极配合县里创文工作开展，坚决
落实门前‘三包’工作。”

据悉，今年以来，该镇精心维护管理县城 188 条小
巷，主动与县相关部门协作联动，综合整治出店经营、私
搭乱建、交通违停等问题，通过以后街背巷为点、片区网
格为面的方式，以点带面彻底改变巷道形象。

合德镇争当创文“排头兵”

本报讯 渊记者 施露 通讯员 王荣 居义军冤6 月 16
日，在黄沙港镇国家中心渔港泊心广场，一场别开生面的“安
全生产月”宣传咨询活动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我们通过举
办安全实战演练和群众喜闻乐见的安全宣传文艺演出等多种
形式，把今年‘安全生产月’活动推向深入。”该镇党委副书记
孙开玉介绍说。

营造安全宣传氛围。利用镇微信公众号平台，积极组织开
展安全生产“大讲堂”“大家谈”“公开课”等活动。悬挂安全宣
传横幅 86 条，张贴安全宣传标语 220 张，印发安全宣传资料
2000 多份，通过全方位的安全宣传活动，营造重抓安全工作
的浓厚氛围。

掯实安全生产责任。集中组织“第一责任人安全倡议书”
公开承诺，督促企业法定代表人、实际负责人严格履行《安全
生产法》规定的责任和义务，持续深化精准执法，紧盯“第一责
任人”安全工作履职情况，全镇制定了 44 项安全工作重点任
务，明确到具体责任人，使安全工作落地落细落实。

强化安全工作督查。年初以来，该镇安全职能部门对各村
居和部门单位开展安全检查 896 次，排查发现安全隐患 956
条，全部按期整改到位；聚焦督导交办案件，市县交办 4 次，涉
及 9 个单位，27 条安全隐患，目前已落实整改完成。

黄沙港镇

推动安全工作走深走实

本报讯渊通讯员 张同祥冤 今年以来，临海镇降雨量持
续偏少，旱情严峻，该镇组织广大干群，采取多种措施，奋力
抗旱保夏种。

统一思想认识。该镇科学配置，合理利用水资源，为夏
播制定方案、预案；镇村干部全部下沉一线，严格落实责任，
夜以继日，带领群众奋战在抗旱一线，切实保障抗旱保夏播
工作有序进行。“我村处于支渠引水最下端，河底水基本干
了，村干部已经两天两夜没有休息好。调动 36 台机泵，采用
三级提水，确保 5500 亩水稻及时播种。”金海村党总支书
记王鹏说。

积极组织发动。该镇动员党员、村干部、家庭农场、种粮
大户发挥示范带动作用，组织机泵、动力等设施，带头抗旱
抢种。八大家社区爱香家庭农场 1200 亩水稻机插秧，采取
抗旱自救方式，确保机插秧顺利进行；充分发挥党员志愿服
务队作用，开展抗旱保种工作，兴圩村 16 名青年志愿者深
入河沟清理障碍物，帮助农户抽水，全力以赴做好抗旱保夏
播工作。

细化工作措施。该镇采取抽、引、提相结合三级提水方
法，积极采用先旱整地，后灌水泡田，然后耙平栽插、播种，
增强耕作层的保水性能。“从支渠到斗渠再到农田实行三级
提水，确保有限水源发挥最大作用，确保全村 6500 亩水稻
及时播种，不误农时。“渠西村党总支书记陈浩一边与群众
架水泵一边说。

临海镇全力抗旱保夏种

本报讯渊记者 高陈斌 通讯员 梁皓冤“我宣誓，遵守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日前，在盘湾镇举行的“安全
生产月”系列活动之“百企宣誓”活动现场，来自全镇 106 家企
业代表集中观看安全教育警示宣传片，并通过面向国旗庄严
宣誓的方式，让企业代表在宣誓氛围中受到警醒、引发共鸣。

“我认为企业领导人思想上要重视安全教育，要把安全生
产的责任层层落实、层层传导下去，让每一个员工都知道安全
生产的重要性。”江苏悦达棉纺有限公司负责人王冬成在活动
现场如是说。

为进一步做好安全生产宣教工作，提高企业主体责任落
实水平，该镇动真碰硬抓安全，筑牢底线促发展。“在安全生产
月，我们除了组织系列的宣讲和培训外，还将聚焦一些重点领
域，比如自建房安全隐患排查、燃气安全隐患排查，持续地开
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大排查，努力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该镇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盘湾镇

开展“安全生产月”系列活动

本报讯渊通讯员 胡浩冤连日来，县文化市场综合
执法大队深入推进文化和旅游市场打击整治养老诈骗
专项行动，重点摸排老年旅游、低价旅游等领域涉及养
老诈骗问题隐患，严查旅游市场侵害老年人权益行为。

该大队根据老年人接收信息的特点，主动联合县
淮剧团精心编排了极具地方特色的淮剧小品《这个便
宜不能讨》《千万别上当》；县文化馆创作了语言生动、
顺口押韵的快板《老年旅游防诈骗》、评书《免费旅游

“连环套”》以及养老防诈主题歌曲《爱在小城》等文艺

作品；同时向社会征集到 12 幅文旅行业防范、打击养
老防诈主题的农民画、漫画和剪纸作品。以丰富的形
式，多样的载体全面介绍针对老年人以养老名义实施
的养老项目等诈骗手段，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让老年人
听得进、记得住，提高反诈防骗能力，取得了良好的宣
传效果。

截至目前，该大队已利用“精品文艺进基层，村村
到惠民演出”活动，先后开展养老防诈专题演出 13 场，
累计接待观众 7000 余名。

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向文旅行业诈骗行为“亮剑”

仲夏傍晚，红霞漫天，漫步在新坍镇中心五中
沟新合段岸边，只见水面碧波荡漾、连绵不断，沿岸
树木荫翳、花草摇曳，一幅“河畅、水清、岸绿、景美”
的水生态画卷徐徐铺展。

“以前这里水体浑浊发臭，河岸坑坑洼洼，哪里
有现在的好风光。”家住附近的周大爷见证了新坍
镇河道“旧貌焕新颜”的整个过程，感慨道，多亏政
府高位推进河道清理工作，才有了百姓现在的“绿
色福利”。

农村河道综合整治是一项重要的民生水利任
务，也是实施乡村振兴的基本保障。为增强百姓对
美丽乡村的幸福感、获得感，新坍镇结合实际情况，
深入贯彻落实“河长制”各项要求，以“河畅、水清、
岸绿、景美”为目标，在全镇 14 个村居积极开展“五
清一除”专项行动，即清理河道漂浮物，清理各类垃
圾，清理沉船，清理旧桥桩、桥板，清理临湖养殖的
各类圈舍，拆除临湖的违章建筑。目前，全镇每天组
织劳动力约 160 余人次，出动机械 14 台，已清理
河道 56 公里、各类垃圾共 128 吨、养殖圈舍 87
处、废桥板 95 块，有效改善了河道周边环境。

攻坚清污虽重要，但想要实现长治久清还得靠
日常管护。为此，该镇在努力实现河面、堤坝、河岸

“三无”目标的同时，还建立日常巡查与保洁制度，
将河道保洁与农村人居环境卫生工作相结合，推动

“河长制”变为“河长治”。
“我们主要负责河面漂浮物打捞和河两侧垃圾

杂物处理。虽然辛苦一些，但是看到村里的环境在
自己的努力下越变越美，真是发自内心地高兴。”保
洁人员王阿姨一边忙着打捞河中漂浮物一边笑着
对记者说，现在爱水护水的氛围好了，很多村民也
自发加入河道管护的队伍，经常帮忙拾捡岸边生活
垃圾。

“下一步，我们将深入贯彻‘河长制’要求，继续
加 大对河道周边环境综合治理力度，宣传发动
更多居民重视河道保护工作，营造浓厚的河道整治
和保护氛围，努力打造居民‘幸福河’。”谈到未来，
新坍镇集镇管理办公室主任严浩思路清晰、信心坚
定。

打造水清岸绿好风光
本报记者 杨兰玲 通讯员 蒋雯杰

6月 18下午袁新洋农场与洋马镇贺东村举行野城乡结对尧文明共建冶签约仪式遥 活动中袁双方围绕培育文
明乡风尧丰富文化生活尧打造优美环境等话题进行探讨遥 冯小雨 于济 摄

连日来袁长荡镇广大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袁切实加大
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宣传力度袁 做到防诈宣传进村尧
进农户尧进企业遥 图为该镇敬老院党支部书记王霞正在向老
人进行防范诈骗宣传遥 张建忠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