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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垛镇表彰经济功臣 锤炼工作作风 甘垛镇党委中心组学习中央一号文件精神
2月 25日下午，甘垛镇召开党委
中心组学习会，集中学习了 2019年中
央一号文件精神和习总书记关于全面
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镇党委书记陈刚
主持会议。
会上，政协召集人王开宏就中央一
号文件精神进行全面学习解读，
镇党委副
书记阮勇峰领学了习近平《关于加强党对
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的重要理论文章。
陈刚指出，全体党政班子成员要提

一年之计在于春，全年工作看开春。2月
15日下午，甘垛镇召开 2018年度经济工作
表彰暨作风建设大会，总结表彰全镇各行各
业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通过总结经验、
表彰先进，号召全镇上下学习先进、争当先
进、赶超先进，进一步振奋精神、凝心聚力、
埋头苦干，更大力度推进各项工作落实，共
同推进甘垛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全体镇
村三级干部、部门单位及重点企业负责人等
参加会议。
会议由镇党委副书记、镇长赵国祥主
持，镇党委副书记阮勇峰宣读表彰决定，镇
纪委书记沐国芳就强化机关作风建设进行
动员部署。大会对 2018年度在全镇经济工
作中涌现出的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进行了
集体表彰。
镇党委书记陈刚到会并讲话。他首先

肯定了甘 垛 镇 在 上 一 年 度 取 得 的 各 项 成
绩，表现为重点工作有力突破，担当精神
得到提升；经济社会加速转型，发展动力
得到提升；基础工作持续夯实，实干风气得
到提升。
他指出，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70周年，也是甘垛推进振兴发展的关键
之年。他要求，全镇上下要强化系统思维，提
高政治站位。要强化表率作用，追求争先进
位。要强化制度执行，务求工作到位。不断巩
固作风建设成果，发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始
终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效果导向，自我
加压，自觉形成“比学赶超”、竞相发展的浓
厚氛围，锐意进取、奋发有为，补短板强弱
项、抓关键求突破，共同创造甘垛高质量发
展的美好未来，用扎实过硬的发展成果迎接
新中国 70周年华诞。
姚红兰

甘垛镇 100%完成“土地庙”整治任务
甘垛镇自 6日起启动
“土地庙”
集中拆除
行动以来，
全镇倒逼序时，
挂图作战，
截至 3月
13日下午，
甘垛镇全面完成拆除任务，
全域内
共拆除土地庙计 206座，
拆除率 100%。
为有效推动“土地庙”专项整治工作开
展，甘垛镇利用广播、横幅、电子屏、宣传车、
倡议书等，
多形式、高频次宣传
“土地庙”专项
整治行动。同时，
镇领导率队赴先进乡镇，
学
习拆除工作经验，并多次深入现场开展调研

宣传，
为拆除行动打下坚实基础。自启动拆除
行动以来，该镇成立专项领导小组，坚持党政
领导挂联机制，建立规范台账，制定“一庙一
策”，明确任务职责，
实行每日动态通报，
严格
督查问责。
下一步，该镇将做好拆除垃圾清运填埋、
平整复绿工作，
并建立常态长效管理机制，持
续巩固专项整治成果，
坚决防止已拆除的
“土
姚红兰
地庙”
死灰复燃。

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担当，抓好对中
央一号文件的学习，明晰 2019年农村
工作发展的总体思路和方向，
为农村工
作起好步，
开好局。
陈刚强调，要把“三农”
工作与乡村
振兴、扶贫攻坚、人居环境改善等工作
结合起来，
坚持把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要
求落到实处，为决战决胜全面小康社
会，推进甘垛振兴发展、绿色崛起的奋
斗目标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姚红兰

甘垛镇召开控减“红白事”调研座谈会
3月 7日下午,甘垛镇召开控减
“红白事”调研座谈会，就控减红白事数
量、规模及费用进行充分调研座谈，民
宗、民政、食安办、
农经站、
文化站、甘垛
社区、官林村相关负责同志及群众代表
近 20人参加会议。镇党委书记陈刚到
会并讲话。
会议由党委委员崔立锋主持，镇领
导阮勇峰、沐国芳、王文平、毛振华出席
座谈会，会上，各参会人员结合分管条
线及职能分工，就当前农村基层“红白
事”的消费现状、存在问题进行了踊跃
发言，同时就如何控减提出了相关建议

和意见。
最后，陈刚指出，控减“红白事”费
用是市委勾书记提出的“三控减”中的
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巩固创建文明城市
成果的有力举措。他要求，要切实提高
思想认识，强化宣传氛围营造，充分发
挥典型示范作用，用身边事教育身边
人，摸清基层实际状况，制定完善村规
民约，强化规章制度约束，充分发挥民
间组织的管理作用，坚持教育引导与实
践养成相结合，研究制定切实措施，狠
刹铺张浪费之风，
引领全社会形成移风
易俗新风尚。
姚红兰

镇领导走访企业助推新春“开门红”
为进一步营造亲商安商氛围，
为企
业新一年的发展鼓劲加油，
2月 18日
下午，甘垛镇党委副书记、镇长赵国祥
开展走访企业活动，实地调研企业生产
订单情况，解决企业实际困难，并送上
新春问候与祝福。镇人大主席刘定骏、
财政所长居怀国参加走访调研活动。
赵国祥一行先后来到江苏民威电

碳科技、宝海机械、润明智能装备等企
业，与企业负责人亲切交谈，分析当前
经济形势，
了解企业开工、生产情况。各
企业负责人详细介绍了过去一年企业
所取得的成绩，今年的发展思路和目
标，
并表示眼下尤其要做好节后恢复生
产工作，努力实现首季开门红，为完成
全年发展目标打好扎实基础。 姚红兰

志愿服务社区行 助力文明城市创建

又到一年植树好时节，3月 1
2日，在全市义务植树活动甘垛河口村义务植树基地，甘
垛镇十余名志愿者也积极投身其中，开展“播种一片新绿 共建生态家园”义务植树，志愿
者们栽下一棵棵小树苗，为甘垛增添了片片新绿，用实际行动美化家园环境，助力生态甘
垛建设。
据了解，
本次义务植树作为甘垛镇践行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的有力举措，通过植树节
这一重要时间节点，以实际行动引导全镇广大党员干部和团员青年树立爱绿植绿护绿意
识、
生态环保意识，积极传播绿色发展理念，
为建设美丽生态甘垛贡献力量。 姚红兰

为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向纵
深开展，
进一步弘扬“奉献、友爱、互助、
进步”的雷锋精神，推动志愿服务事业
发展，3月 5日上午，甘垛镇新时代文
明实践所联合镇团委、妇联、卫生院组
织志愿者服务小分队，走进社区、走上
街头、走进敬老院开展“文明实践 志愿
同行”系列活动。
健康义诊青年志愿者行动。甘垛卫
生院组织医疗技术骨干组建免费义诊
和健康咨询医疗服务小分队，携带基本
医疗工具和药品，
免费为广大居民群众
开展体检和健康咨询，宣传预防疾病和
生活保健知识，并发放健康保健宣传
单，
得到居民群众的一致好评。
清洁家园青年志愿者行动。镇团委
联合组织镇初中开展“清洁家园”行动，
志愿者们挥动着扫帚，清理路边零散的

垃圾，
并开展文明交通劝导，
引导居民群
众规范车辆停放，积极投身社区环境整
治行动，
以实际行动助力文明城市创建。
关爱孤寡青年志愿者行动。镇妇联
组织太阳花志愿者四十余人走进敬老
院，包饺子、打扫卫生、聊天唠嗑.
.
.
.
.
志愿
者们忙得不亦乐乎，
家人般的亲情关爱
让老人们乐开了怀，吃着喷香的饺子，
老人们感到由衷的满足，连声夸赞志愿
者们的暖心之举。
倡树新风青年志愿者行动。当前全
镇上下正开展集中整治“土地庙”
，倡导
移风易俗，树立文明新风，当日上午，
志
愿者们一行还走入超市、走进早餐店，
发放移风易俗宣传单、致居民的一封信
等宣传单 400余份，呼吁倡导讲文明、
除陋习、
树新风，积极推进文明甘垛、
和
谐甘垛建设。
姚红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