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袁 县卫计委
专项督查小组到洋马
镇北邗村卫生室和兴
垦村卫生室督查卫生
室管理工作遥 督查组
现场查看环境卫生尧
门诊人次尧 财务状况
及各项配发器材的使
用情况袁 并重点询问
了卫生室工作人员对
于医疗托底尧 全民体
检等惠民政策的掌握
情况遥 图为县卫计委
工作人员在督查洋马
镇卫生室管理工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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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院县十五届三次党代会提出袁要
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伟大旗帜袁 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袁坚持项目强县尧兴业富民尧实干
争先袁全力强产业尧全心惠民生袁高质
量开启跻身江苏沿海县域第一方阵新
征程浴 作为国土部门袁 是如何为加快
我县野两全一高冶战略实施提供资源支
撑的钥

答院我县国土资源工作在县委尧县
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袁坚持高起点谋划袁
高质量推进袁 千方百计保障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遥 2017 年调整完善全县 18
个镇渊区尧场冤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袁落
实分解 1.51 万亩流量规划指标和
1.16万亩新增建设用地规划指标袁并
落实上图袁 对 S348尧S232省道射阳段

等重点项目预留清单袁 保障各重点镇
区项目用地遥 争取各类用地计划共
6500亩袁 组织上报 17 个批次 5276.8
亩袁全年供地 7366.29亩袁有力保障了
航空产业园尧钱江石材尧标准厂房等重
大项目用地需求袁 迅速推进了灾后安
置区尧康居工程尧幸福大道东延等民生
实事工程落地遥

问院国土局如何在服务上下功夫袁
深入推进野放管服冶改革袁全面提升行
政效能的钥

答院一是实现野两规合一冶遥 去年 8
月袁 我县在全省率先完成了 野两规合
一冶袁在体制机制上实现建设规划和土
地利用规划高度融合袁建立了在野同一
张图冶下的野两规合一冶平台,与规划局
窗口合署办公袁由野两个流程尧多个环
节冶精简为野一站式冶服务袁形成独树一
帜的 野射阳模式冶袁 获 叶新华日报曳报
导尧省国土厅长叶每日舆情曳批示遥 二
是积极完善不动产登记体制袁建立野一
窗受理尧集成服务冶袁高效服务实体经
济和群众袁 去年共颁发不动产登记证
书 11285本遥 实现野15+1冶窗口受理模
式和野一窗口一站式一支笔一个章冶的
行政审批射阳模式袁 结合国土所强基
固本袁全面完成了野四全冶窗口建设任
务遥 三是接入野一张网冶遥 成为全市首
家将野一张图冶暨野四全冶综合审批系统
及不动产登记审批系统成功接入政务
服务野一张网冶袁实现我局审批渊服务冤
类事项在野一张网冶上的成功试运行遥
四是测绘服务能力不断提升遥 推动基
础测绘尧 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及天
地图尧 地理国情普查成果的社会化运
用袁实现与城管尧交通尧公安等七家单
位形成平台共建共享遥

问院耕地是我国最为宝贵的资源袁
事关国家粮食安全尧 生态安全和社会
稳定袁这些年来袁我国始终坚持最严格
的耕地保护制度袁 持续加大耕地保护
力度袁强化耕地保护主体责任袁严格落
实占补平衡袁 大力实施高标准农田建
设袁 为我们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
奠定坚实基础遥 请问国土部门在耕地
保护方面做了哪些工作钥

答院2017年我局将市政府下达的
202.24 万亩耕地尧176.69 万亩基本农
田保护任务分解落实到 20个镇 渊区尧
场冤袁县政府主要领导与镇渊区冤尧场主
要领导签订了耕地保护目标责任书遥

根据省市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工作部
署袁 按时有序完成永久基本农田划定
工作袁完成野落地块尧明责任尧设标志尧
建表册尧入图库冶五项任务工作袁共设
立标志牌 281块袁 县镇村组共签订永
久基本农田责任书 1760份袁去年 7月
份射阳县永久基本农田划定获省政府
批复曰为野一片林冶工程调减基本农田
3.04万亩遥加强激励性保护袁海河镇被
省厅表彰为耕地保护激励镇袁 获 200
万元奖励曰 占补平衡项目实行每亩奖
励 2万元袁 调动了镇区实施项目的积
极性遥实施建设性保护袁通过实施占补
平衡项目库项目尧 城乡挂钩新增耕地
6784.2亩曰 实施省以上投资土地整治
项目 13.59万亩遥 强化底线性保护袁运
用 野慧眼守土冶 视频监控平台尧野千里
眼冶手机移动客户端尧国土资源执法监
察动态巡查系统等现代科技手段袁严
格执行野四及时冶工作机制袁加强对耕
地和永久性基本农田远程在线巡查遥

问院永久基本农田是耕地的精华袁
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并实行特殊保护是
耕地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袁 是国家意
志尧刚性约束遥 进入新时代袁永久基本
农田如何做到管得住尧 建得好尧 守得
牢钥

答院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要做到四
个野坚持冶遥 一是坚持保护优先遥 适应
经济发展新常态和加快生态文明体制
改革要求袁 牢固树立山水林田湖草是
一个生命共同体理念袁 实现永久基本
农田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尧乡村振兴尧
生态系统保护相统筹遥 二是坚持从严
管控遥强化用途管制袁加强永久基本农
田对各类建设布局的约束和引导袁严
格控制非农建设占用永久基本农田遥
三是坚持补建结合遥 落实质量兴农战
略袁 加强土地综合整治和高标准农田
建设袁 提升永久基本农田综合生产能
力袁 建立健全占用和补划永久基本农
田踏勘论证制度袁 建设永久基本农田
整备区遥四是坚持权责一致遥充分发挥
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
挥政府作用袁 强化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主体责任袁健全管控性尧建设性和激励
性保护政策袁完善监管考核制度袁实现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权责相统一遥

问院 如何巩固永久基本农田划定
成果钥

答院主要做到两个方面遥 一方面袁

要守住永久基本农田控制线遥 已经划
定的永久基本农田特别是城市周边永
久基本农田原则上不得随意调整和占
用遥重大建设项目建设尧生态建设等经
国务院批准占用或调整永久基本农田
的袁以县渊市冤为单位按照永久基本农
田划定的有关要求袁 补充调整相当数
量和质量的永久基本农田遥

另一方面袁 统筹永久基本农田保
护与各类规划衔接遥 协同推进生态保
护红线尧永久基本农田尧城镇开发边界
三条控制线划定工作遥 各地区各有关
部门在编制城乡建设尧基础设施尧生态
建设等相关规划袁推进野多规合一冶过
程中袁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尧城镇开发边
界工作中袁 要与已经划定的永久基本
农田控制线充分衔接袁 原则上不得突
破永久基本农田边界遥

问院如何推进永久基本农田建设钥
答院推进永久基本农田建设袁要结

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
战略袁以建设促保护遥

一方面袁 要开展永久基本农田整
备区建设遥 在划定永久基本农田控制
线基础上袁结合我县实际袁组织开展零
星分散耕地的整合归并尧 提质改造等
工作袁经整治后形成的集中连片尧质量
更优的耕地袁经验收评估合格后袁优先
纳入永久基本农田整备区袁 作为调整
完善或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补划基
础遥

另一方面袁 要加强永久基本农田
质量建设遥整合各类涉农资金袁吸引社
会资本投入袁 优先在永久基本农田保
护区和整备区开展土地综合整治尧高
标准农田建设袁 推动土地整治工程技
术创新和应用袁 逐步将已划定的永久
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遥 全面
推行建设占用永久基本农田耕作层剥
离再利用遥

问院如何加强永久基本农田管理钥
答院首先袁要从严管控非农建设占

用永久基本农田遥 永久基本农田一经
划定袁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
或者擅自改变用途袁 不得多预留一定
比例永久基本农田为建设占用留有空
间袁 严禁通过擅自调整县乡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规避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审
批袁严禁未经审批违法违规占用遥按有
关要求袁 重大建设项目选址确实难以
避让永久基本农田的袁 在可行性研究

阶段袁 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负责组
织对占用的必要性尧 合理性和补划方
案的可行性进行论证袁 报国土资源部
进行用地预审; 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
收依法依规报国务院批准遥

其次袁 要坚决防止永久基本农田
野非农化冶遥 永久基本农田必须坚持农
地农用袁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永久
基本农田保护区范围内建窑尧建房尧建
坟尧挖沙尧采石尧采矿尧取土尧堆放固体
废弃物或者进行其他破坏永久基本农
田的活动曰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占用
永久基本农田植树造林曰 禁止任何单
位和个人闲置尧撂荒永久基本农田曰禁
止以设施农用地为名占用永久基本农
田袁建设休闲旅游尧仓储厂房等设施曰
合理引导利用永久基本农田进行农业
结构调整袁不得对耕作层造成破坏遥

问院 什么是耕地钥 什么是基本农
田钥 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钥

答院耕地是指种植农作物的土地袁
包括熟地尧 新开发整理复垦地尧 休闲
地尧轮歇地尧草田轮作地曰以种植农作
物为主袁间有零星果树尧桑树或其他树
木的土地曰 平均每年保证收获一季的
已垦滩涂和海涂遥 耕地中还包括南方
宽小于一米袁 北方宽小于两米的沟尧
渠尧 路和田埂遥 耕地又可分为灌溉水
田尧望天田尧水浇地尧旱地和菜地五种遥

基本农田是按照一定时期人口和
社会经济发展对农产品的需求袁 依据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不得占用的
耕地遥 2008年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提
出了野永久基本农田冶的概念袁即对基
本农田实行永久性保护袁 无论什么情
况下都不能改变其用途袁 不得以任何
方式挪作它用的基本农田遥

基本农田是耕地的一部分袁 而且
主要是高产优质的那一部分耕地遥 一
般来说袁 划入基本农田保护区的耕地
都是基本农田遥 基本农田保护区是指
为对基本农田实行特殊保护袁 依据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和依照法定程序确定
的特定保护区域遥

问院 哪些耕地应当划入基本农田
保护区实行严格管理钥

答院根据叶基本农田保护条例曳第
10条第 1款规定袁下列耕地应当划入
基本农田保护区实行严格管理院 淤经
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或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批准确定的粮尧棉尧油生产基

地内的耕地曰 于有良好的水利与水土
保持设施的耕地袁 正在实施改造计划
以及可以改造的中尧低产田曰盂蔬菜生
产基地曰榆农业科研尧教学实验田遥

问院违反叶基本农田保护条例曳的
法律责任有哪些钥

答院叶基本农田保护条例曳 中袁第
32条规定袁破坏或者擅自改变基本农
田保护区标志的袁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农业行
政主管部门责令恢复原状袁 可以处
1000元以下罚款遥

第 33 条规定袁 占用基本农田建
窑尧建房尧建坟尧挖砂尧采石尧采矿尧取
土尧 堆放固体废弃物或者从事其他活
动破坏基本农田袁毁坏种植条件的袁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
责令改正或者治理袁恢复原种植条件袁
处占用基本农田的耕地开垦费 1倍以
上 2倍以下的罚款曰构成犯罪的袁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遥

问院 基本农田上可以发展林果业
或挖塘养鱼吗钥

答院叶基本农田保护条例曳规定野禁
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占用基本农田发展
林果业和挖塘养鱼冶袁国土资源部等七
部委 叶关于进一步做好基本农田保护
有关工作的意见曳渊国土资发也2005页
196号冤 也将基本农田上的农业结构
调整严格限定在种植业渊主要包括粮尧
棉尧油尧麻尧丝尧茶尧糖尧菜尧烟尧果尧药尧
杂等作物生产冤范围内遥

问院什么是耕地占补平衡钥为什么
要落实耕地占优补优钥

答院耕地占补平衡是指叶土地管理
法曳 规定的国家实行占用耕地补偿制
度袁 非农建设经批准占用耕地要按照
占多少袁补多少的原则袁补充数量和质
量相当的耕地遥这项制度是坚守 18亿
亩耕地红线的重要举措遥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耕地占补
平衡工作袁多次作出重要指示袁要求必
须采取更有力的措施袁 加强对耕地占
补平衡的监管袁 坚决防止耕地占补平
衡中出现的补充数量不到位尧 补充质
量不到位的问题袁坚决防止占多补少尧
占优补劣尧占水田补旱地的现象遥这一
重要指示袁 既对当前依法依规做好耕
地占补平衡提出了明确要求袁 也对落
实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指明了方
向遥

节约集约利用土地 全面高效保障环境
要要要县国土资源局副局长杨军答社会公众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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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买单袁百姓体检袁老百姓想都不敢
想的事情在射阳大地犹如劲风般吹向每处
角落遥勤劳向上的临海人民在镇党委尧政府
的推动下袁干部群众齐心协力袁共同谱写健
康体检惠民乐章遥

政府派发野体检大单冶
没有全民健康袁就没有全面小康遥 组织

实施全民健康体检工程是全面推进 野健康
射阳冶建设袁努力办好人民满意卫生的重大
举措袁也是县委尧县政府推动全县人民共享
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尧 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
和幸福感的惠民工程遥

临海镇积极贯彻落实县委尧 县政府决
策部署袁多次召开动员会尧推进会袁及时部
署村居干部派发 300 多元免费健康体检
券袁把党委尧政府的健康关怀送到群众心坎
里遥

华新村书记对此深有体会院野自全民免
费体检开展以来袁 村里的民风发生明显改
变袁老百姓参与热情空前高涨袁对这项工作
支持率超过以往任何一项工作冶遥

医院实施野套餐体检冶
临海中心卫生院根据区域特点设置临

海尧六垛两个体检点袁投入相同设备袁每个
体检点安排 20多人遥对体检群众按照固定
基础体检套餐包+个性体检选项包开展程
序式体检遥每天体检群众达 150人左右遥体
检项目包括院基础体检套餐袁一般检查尧内
科尧外科尧血常规尧B 超声尧肝功能尧空腹血
糖尧血脂尧肾功能尧心电图尧尿常规尧健康指
导曰个性体检项目袁在基础体检项目基础上
增加高血压尧糖尿病尧肝病尧男性科尧女性科
疾病 5类个性体检专项遥 群众体检结束后袁
还能免费领取简易早餐一份遥

临海镇八大居委会张大爷说院野我今年
62岁了袁长这么大还没体检过袁更不用说体
检这么多项目了冶遥张大爷的那种幸福感溢
于言表遥

群众获享野健康红利冶
参与全民体检居民在体检结束后 10

天左右袁 由村卫生室反馈体检结果并提出
指导意见遥也可以关注野健康射阳冶公众号袁
实名注册后袁在体检结束 10 天左右袁查询
本人健康体检结果遥

当日所有体检结果严格按照要求,经院
主检医师逐一健康评估尧形成体检结论袁第
一时间反馈给被检群众袁对有健康隐患尧健

康问题的群众采取干预措施袁 有健康隐患
的群众及时纠正促其养成良好的健康行为
习惯袁 有健康问题的群众及时引导其及时
就医袁防止小病拖成大病袁同时袁村居卫生
室做好跟踪随访遥

据统计袁 截至 4月底袁 临海镇已完成
12500人次的健康体检工作袁共检出肿瘤患
者 12例袁均已转上级医院及时治疗曰新发
现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 渊在管病人
除外冤40多人袁 均按程序进行干预和管理遥
对所有参与体检对象均开展一次以上的健
康教育袁普及健康知识袁提高健康知识知晓
率和健康行为养成率遥 针对此次体检袁医院
适时进行结果等数据分析袁发现除高血压尧
糖尿病等慢病外袁肺病疾患较多袁医院经研
究计划今年下半年建设肺病专科袁 有针对
性的对辖区群众加以治疗和管理遥

实施全民健康体检工程袁 群众获得的
是一份幸福和满意遥

共谱惠民新乐章
要要要临海镇开展健康体检工作纪实

本报通讯员 顾正航 本报讯渊通讯员 王东 安善佐冤5月 3日下午袁市卫
计委派员来我县调研严重精神障碍救治管理工作遥

调研组一行成员重点围绕专科医院建设情况尧易肇事
肇祸精神障碍患者救治管理工作情况尧当前工作存在的难
点与不足等几个方面袁采取听取汇报尧查阅资料尧座谈交流尧
现场查看等方式袁对我县严重精神障碍救治管理工作所取
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遥

今年以来袁我县严重精神障碍管理工作在省尧市卫计主
管部门和县委县尧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袁严格按照严重精神障
碍服务管理规范要求袁细化措施袁强化管理袁量化考核袁落实
易肇事肇祸精神障碍患者的管控任务袁截至 4月底袁全县登
记在册严重精神障碍患者 3750例袁共排查出 570例易肇事
肇祸精神障碍患者袁与公安尧居委会尧患者监护人等联合落
实 野四帮一冶管控责任袁确保我县辖区内易肇事肇祸精神
障碍患者得到有效管控袁尽最大限度减少各类肇事肇祸事
件的发生遥

市卫计委派员来射调研严重
精神障碍救治管理工作

本报讯 渊通讯员 刘军冤5月 11日袁 县疾控中心按照
省尧市下发的相关监测方案要求袁圆满完成枯水期 134份农
村饮用水 42项指标的检验检测工作遥

本次共对全县 54座镇尧村水厂的出厂水和末梢水以及
区域供水加压点进行现场采样和实验室检测遥 为把该项事
关民生工程的好事办好袁实事办实袁县疾控中心累计投入近
万元邀请省尧市尧县计量测试部门对 34台计量检测仪器进
行周期检定校准袁确保检测数据的溯源性遥 组织相关检测
人员集中学习饮用水国家检验标准袁特别是刚更新的标准袁
在学懂尧吃透的基础上辅以动手实践袁确保检测过程的准确
性遥 向采样器材要保证遥 为了避免水样在采样和运输过程
中可能受到污染袁影响微生物指标袁中心专门购置了水质专
用真空灭菌采样袋袁确保检测样品的代表性遥

县疾控中心

检测饮用水质保健康

本报讯渊通讯员 吴凌冤日前袁县二院开展常用急救药
品知识培训会袁旨在提高护理人员使用急救药品的水平袁增
强临床急救能力遥

培训通过 PPT的形式袁用生动易懂的语言袁结合临床
抢救案例袁就急救药品的分类尧使用注意事项等方面进行了
详细的讲解袁重点阐述了急救药品的药理作用尧副作用尧适
应症尧使用方法等知识袁并与参会护理人员进行了现场答疑
和互动袁进一步加深了护理人员正确使用急救药品的印象袁
营造了浓厚的学习氛围遥

县二院

开展常用急救药品知识培训

本报讯(通讯员 唐建香)为进一步加强医务人员工作能力袁
提高全院医务人员的理论知识水平遥 近日袁新坍卫生院组织全院
医务人员开展 野三基三严冶 理论知识竞赛袁48名医务人员积极参
加遥

近年来袁新坍镇卫生院坚持在加强野三基三严冶训练方面狠下
功夫袁把野以考促学尧以考促用尧以考促改冶作为目的袁夯实了医务
人员理论基础袁促进了医务人员更新知识尧技能袁提高了医疗专业
技术水平袁巩固了医务人员基本业务能力袁规范医师执业行为袁从
而保证医疗质量及医疗安全遥 凭借过硬的基本功袁该院职工在全
县的技能大比武中袁屡创佳绩遥

新坍卫生院

开展“三基三严”理论知识竞赛

连日来袁海通镇卫生院食堂内人来人往尧热闹非常袁大家都
在自觉排队袁 享受全民免费健康体检之后的又一份暖心的免费
早餐要要要稀饭尧鸡蛋尧小菜遥 喝着稀饭袁剥着鸡蛋袁边吃边聊惠民
政策好噎噎

自全民体检几个月以来袁这样的景象袁每天都在海通镇卫生院
的食堂延续上演遥 为了让全镇的父老乡亲享受到政府免费体检的
这一惠民政策袁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心和温暖袁海通镇卫生院
院委会研究袁决定给全体体检人员体检结束后一碗热腾腾的稀饭尧
一个鸡蛋尧一碟小菜袁既解决了体检群众的温饱问题袁同时也增加
了营养袁补充了能量袁体检群众无不称好遥

海通镇卫生院
通过一份暖心的早
餐袁加深了与体检群
众的感情袁拉近了与
体检群众的距离袁让
人民群众真切感受
到关怀和温暖遥

免费稀饭贴民心
本报通讯员 朱进 黄玉清

本报讯渊通讯员 严正平冤家住海河镇条海村八
组的倪某袁患高血压病史 3年袁因无明显不适症状一
直未予重视遥 3月 4日到海河中心卫生院参加全民免
费健康体检袁B超检查出右肾 8.0*8.2cm的等回声占
位袁左肾重度积水袁血压值达 180/104mmgl遥负责主检
的医生当天下午就电话联系了他袁告知需要进一步复
查遥 3月 20日县中医院 MRI 报告确诊为肾乳头状
癌袁需到上海大医院手术治疗遥 不久前袁海河中心卫
生院医务人员对他进行回访时袁他感激地说院野感谢党

和政府的惠民政策袁让我免费参加了体检袁海河医院
的医务人员很认真很负责任遥 我是体检中查出来的袁
如果有症状再去检查袁结果就不一样了遥 冶

日前袁笔者在海河中心卫生院体检现场采访时获
悉袁该院开展全民健康体检工作 3个月以来袁已为近
万名群众提供免费体检服务遥 查出各类疾病 423人袁
建议 24人到上级医院复查袁后续查出肿瘤 3人袁有效
地保证广大患者获得最及时的确诊和最有效的治疗遥

海河卫生院

为近万名群众免费健康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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