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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垛镇召开党委扩大会———

交流工作解决问题谋划来年
12月 1日上午,甘垛镇召开

党委扩大会议，全体党政班子成
员、相关部门负责人、各村（社区）
支部书记参加会议。

会议由镇党委书记陈刚主
持，会上首先召开党委中心组学
习会，副镇长王文平领学了《江苏
省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
规定实施细则》、市农商行甘垛支
行行长王志伟讲授《普惠三农、共
创未来》农村金融方面的知识，随
后，国土所长吴春意、农业助理姚
渔杭分别就农村国土资源政策法
规、农业项目建设审批管理相关

规定进行解读。
在第二阶段的月度工作例会

中，各班子成员分别就本月各条
线相关工作进行了汇报交流。陈
刚指出，2018即将收官，又到年
关岁尾，要保持务实干事的劲头，
做好今年各项工作的收尾，谋划
好明年各项工作的开局。他要求，
要有情怀，想干事。要培养健康心
态、激发工作热情，树立“想干事”
的意识。要无私心，敢担当。要认
真践行“三严三实”，正确处理公
私关系，为群众利益办实事、为甘
垛发展谋实事。敢于担当、善于担

当，把学习力转变成发展力，把学
习量转变成正能量，打开甘垛各
项工作的新局面。要找问题，解难
题。要坚持绿色发展理念，转变工
作作风，想企业之所想，急群众之
所急，主动分析问题，主动攻坚克
难，力促问题的解决、服务质量的
提升和工作效率的提高。要带好
头，入角色。要以上率下，做好带
头作用，立足自身岗位，发挥出
“角色”效益，联系在外成功人士，
寻找项目信息源，千方百计、齐心
协力推动全镇各项工作高质量的
完成。 姚红兰

陈刚走访调研企业和农户

11月 29日下午，镇党委书
记陈刚先后走访调研了科意达、
金宏泰有限公司以及河口村、横
铁村，并来到两户最贫困家庭家
中，体察民情，倾听民意。镇财政
所、水务站、办公室等相关负责
同志陪同参加调研活动。

当天下午，陈刚先后来到江
苏科意达机械有限公司、江苏金
宏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走访调
研，与企业负责人进行座谈，详
细了解企业的生产研发和销售
情况，并走进车间实地察看企业
的生产经营状况，仔细询问企业
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认真
听取企业对党委政府的建议意
见。陈刚表示，政府甘做服务企
业的“店小二”，提供精准贴心服
务，加大相关政策的宣讲力度，
认真帮助解决企业发展中遇到
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做到有需及

时回应、无事坚决不扰，为企业
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随后，陈刚一行又先后走访
了河口村最贫困家庭徐巧阳、横铁
村最贫困家庭胡同礼，在贫困户家
中，陈刚详细了解了他们的家庭生
活情况，仔细倾听他们的困难和诉
求，并鼓励他们，要勇于面对生活
的困难和挫折，重树生活的信心。
陈刚嘱咐随行的村干部，要多关心
走访困难家庭，了解他们的所思所
想，积极协调相关部门解决就医、
就业等难题，切实将党委政府的温
暖送到他们的心坎上。

陈刚又来到相关村，现场察
看民生实事和农业结构调整富
民项目，听取村农业结构调整、
墓穴集中安放、环境整治以及文
明城市创建等重点工作情况汇
报，并对村下一步工作提出了相
关要求。 姚红兰

玻璃制品项目成功签约
金秋十月，硕果累累。10月

31日上午，由上海甘铁实业有限
公司投资的一亿元玻璃制品项
目在甘垛镇成功签约。镇长赵国
祥、镇人大主席刘定骏、镇党委
副书记阮勇峰出席签约仪式。

签约仪式由镇人大主席刘
定骏主持，镇长赵国祥致辞指
出，该项目的签约体现了上海
甘铁实业有限公司对甘垛镇投
资环境的充分认可，同时为甘
垛的发展增添了新动能。此次
签约是甘垛镇强势推进精准招
商、加快特色产业集聚的有效
展示，对全镇工业集中区提升
产业层次、优化产业结构起到
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为甘垛
镇追赶跨越发展，必将起到强
有力的促进作用。甘垛镇今后
将一如既往、全心全意打造优
良的发展环境，让每位客商在
甘垛投资安心、办事开心、生活
舒心，实现合作共赢。

据悉，此项目征地 30亩，预

留 20亩，新建 6000平方米标准
化厂房 2幢，附属用房 3000平
方，新上钢化炉生产线二条，其它
各类生产设备 50多台套，主要

生产整体淋浴房及各类玻璃制
品，项目达产后年开票销售 5000
万元，利税150万元以上。

吴藩

市农商行开展“结对共建”活动
11月 21日下午，高邮市农

商行董事长赵波率副行长张建
宏、周家华一行赴甘垛镇官林
村，开展“城乡结对 文明共建”
活动，镇党委书记陈刚、党委副
书记阮勇峰陪同参加活动。

据悉，“城乡结对文明共建”
是由市文明办于2017年在省级
文明单位与行政村启动的主题活
动，时间为三年，旨在深入发挥文
明单位创建的辐射和带动作用，
推进城乡文明一体化进程。

活动中，赵波一行听取了该
村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汇报，认为
村级班子强劲有力，村风文明和
谐，产业特色明显。并表示将全
面开展共建活动，秉承“三服务”
工作理念，发挥金融部门的特色
优势，打通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
里，帮助农民发家致富，发展村

级集体经济。同时希望官林村进
一步加快发展步伐，科学规划水
产养殖，引进特色龙头企业，引
领农民共同富裕。

陈刚首先对市农商行给予
甘垛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谢，对
该行为民服务的情怀表示高度
认可，并表示，将继续发挥龙头
企业的示范引领作用，开展农业
结构调整，抓好科学示范养殖，
围绕强村富民做好文章，大力实
施乡村振兴发展战略。同时在全
镇宣传农商行的贷款服务政策，
让全镇中小企业和养殖农户能
尽享金融便利。

活动结束前，市农商行向官
林村捐赠了 3.5万元的共建资
金，并实地参观了董氏特水养殖
园和中电投光伏能源有限公司。

姚红兰

市人大代表评议部门工作
11月 5日上午，甘垛镇举行

市人大代表评议部门工作活动。
副镇长张美兰参加活动。活动由
人大主席刘定骏主持。

会前，全体代表参观了甘

垛公园、园区经三路建设现场
和新落户的纵横体育器材有限
公司。

会上，代表对市城建局、文
广新局进行评议。镇人大主席

刘定骏对代表建议办理情况进
行了总结，并对扬州市人大代
表企业行暨与选民见面活动进
行布置。

路清和

市相关部门送政策进企业
11月7日上午，市

送政策进企业宣讲活动
走进甘垛镇，市总工会
副主席丁长峰率市农
委、发改委、科技局政策
宣讲员到会宣讲。该镇
近 50家企业负责人及
工会主席到会听讲。镇
党委组织委员、工会主
席李小兵参加会议。

宣讲会上，三位宣
讲员从不同方面对《高
邮市服务企业政策文
件汇编》中所涉及到的
一系列企业政策进行
了解读，重点对农业养
殖、市村级招商引资、
企业科技研发等优惠
政策进行讲解，鼓励企

业更多了解和享受政
策红利。

丁长峰要求，各企
业工会主席要提高认
识，增强送政策进企业
的责任；要带头学习，
提升运用政策文件的
本领；要活学活用，把
政策运用到促进企业
的转型升级。

与会人员纷纷表
示，此次宣讲会对企
业发展有很大帮助，
为企业新产品研发等
增强了后劲，他们将
积极鼓励干部职工参
与到活动中来，为企
业出谋划策，助力企
业高质量发展。束必坤

甘垛健康帮扶服务“零距离”
近日，在最贫困

家庭陈永定家中，其
妻张道香欣喜的告
诉甘垛卫生院甘泉
健康团队医生们，残
联同志一大早就登
门办理好了相关手
续。得知办理这么迅
速，健康团队医生们
也倍感欣慰。

最贫困家庭陈
永定因患鼻咽癌，
十天前突发窒息，
不幸去世，其妻张
道香双眼视网膜剥
脱，左眼失明，右眼
术后视力极差，只
能 靠 微 弱 视 力 走
路。在前一日的健

康随访中，团队医生
们得知张大姐视力
评残还没有办好，健
康团队立即将情况
向上级领导反馈，市
委勾书记、卫计委黄
主任对此高度重视，
立即着人办理。

张大姐一再感
谢党和政府的健康
帮扶民心工程，急老
百姓之急，为老百姓
办实事，让老百姓真
正落到了实惠。甘泉
健康团队的医生们
也向其郑重承诺，持
之以恒做好帮扶工
作，只要有需要，他
们随叫随到。陈五华

“文明家风 科学家教”亲子大讲堂进校园
11月 9日下午，扬州市“文

明家风 科学家教”亲子大讲堂
农村（社区）百场巡讲走进甘垛
平胜小学。

本次活动主题是“注意力决
定学习能力”。特邀江苏省邗江中
学心理咨询师朱彤老师主讲，朱老
师主要从事心理学研究，在各地进

行心理健康及家庭教育演讲，深受
老师、家长和学生的欢迎。

讲座中以互动的形式来训
练孩子们的注意力。此次讲座，
让孩子们了解了注意力和记忆
力、空间知觉能力、自控力及想
像力的关系等，同时体验到注意
力训练的乐趣。 姚佳

“爱心储蓄罐 点滴见真情”
近日，甘垛镇平胜幼儿园

响应市妇联的号召，在全校师
生中开展“爱心储蓄罐·点滴见
真情”爱心募捐活动，本次募捐
共收到爱心善款2000元。

据悉，此次募捐活动是由
市妇联发起，所得善款将全部
用于在校的贫困儿童。作为巾

帼文明示范岗的平胜幼儿园积
极响应号召，在全校师生中发
起倡议，得到了大家的积极响
应。老师们带头捐款，孩子们带
着零花钱踊跃参加，同时还有
十几位家长来到幼儿园，奉献
自己的一片爱心，捐款现场涌
动着爱的热潮。 姚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