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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东县织华纺织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一枚，声明作废。

《如东经济开发区规划环境影响
跟踪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经完
成，征求意见稿全文和公众意见表网
络链接 http://www.rudong.gov.cn，公众
可以下载查看电子版报告书或联系环
评单位查阅纸质报告书，也可以电子
邮箱、信函、电话等方式向环评单位提
交公众意见表。征求意见时间为即日
起 10 个工作日。联系人：华工，电话：
025- 85699130，邮 箱 ：827909870@qq.
com。

如东经济开发区规划环境影响
跟踪评价征求意见公示

江苏如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古坝支行有 2台法院裁定全电脑横机，
拟进行公开处置，处置底价 5000.00元起，
设备存放地点：如东县岔河启秀羊毛衫厂
内。公告报名期限：2022年 1月 14日至 1
月16日止，具体看样及报名购买请与胡先
生联系：13813621231。

公 告

遗失启事

一、听取和审议如东县人民
政府工作报告；

二、审查批准如东县 2021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
况及 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计划草案的报告，批准如东县
202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

三、审查批准如东县 2021年
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2年财

政预算草案的报告 ,批准如东县
2022年县级财政预算；

四、听取和审议如东县人大
常委会工作报告；

五、听取和审议如东县人民
法院工作报告；

六、听取和审议如东县人民
检察院工作报告；

七、选举；
八、其他事项。

如东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一次会议议程
（2022年1月11日如东县第十八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

主席团：（40人，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林洋 于海东 王亚军 朱正俊 刘 峰 刘旭峰
汤亚东 许金标 孙玉来 杨 忠 李 健 吴晓莉（女）
沈秀梅（女） 张光平 张兴国 张桂英（女）张蓉蓉（女） 陈 琳
陈 雷 陈永强 陈昌龙 陈建军 陈慧宇 邵 锋
罗晓东 於 锋 於维涛 赵尊兵 钱宏彬 徐东俊
徐鸿斌 黄 涛 曹薇（女） 蒋树建 程剑锋 蔡 东
蔡向阳 翟建华 缪卫宏 潘 飞
秘书长：徐鸿斌（兼）

如东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

（2022 年 1 月 11 日如东县第十八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

如东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
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名单
（2022年1月11日如东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

主任委员：翟建华
副主任委员：曹爱明
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必东 许之情 林 鑫 倪劲松 黄 建

主任委员：缪卫宏
副主任委员：徐 健
委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任先军 吴晓莉（女） 沈亚秋（女） 沈冶军 秦海健

如东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
社会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名单

（2022年1月11日如东县第十八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主任委员：赵尊兵

副主任委员：薛峰
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任 怡（女） 许亚军 赵 旭 顾昕华 高 山

如东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
监察和司法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名单
（2022年1月11日如东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

主任委员：赵尊兵
副主任委员：薛 峰
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张 彬 张小平 陆 祎 郑寒冰（女） 缪勇刚

如东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
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名单

（2022年1月11日如东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

（上紧接第一版）必须坚定不移推
进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
着力建设廉洁江苏，不断巩固拓
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吴政隆指出，当前疫情防控
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贯彻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常态化
精准防控和局部应急处置相结
合，把“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各
项责任和措施再落实再落细，坚
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

吴政隆强调，学好党史用好
党史，必须融入日常、抓在经常，
建立常态化长效化制度机制。
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史为
鉴、开创未来，为全面建成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江苏新

的更大贡献。
许昆林在主持会议时指出，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论述重要
指示精神，筑牢历史记忆、坚定历
史自信、增强历史自觉。要持续
巩固拓展党史学习教育成果，把
学习党史作为永恒课题、终身课
题。要从党史中汲取智慧和力
量，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扛起
新使命、谱写新篇章的实际行动，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
召开。

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
县委书记陈慧宇，县委副书记、代
县长陈雷，县委副书记、洋口港经
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张兴国，县
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统战部部长
杨忠，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蔡东
在如东分会场收听收看。

我县组织收听收看全省党史
学习教育总结电视电话会议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洪绍
敏 徐悦箫） 昨天上午，县政协邀
请《人民政协报》江苏记者站站长
江迪和市政协提案委主任张国华，
为出席县政协十六届一次会议的
全体委员，作了履职能力提升专题
讲座。

江迪以《认识人民政协 争做优
秀委员》为题，结合优秀委员履职案
例，深刻阐释了政协“是什么”“干什
么”、委员“怎么干”，启迪委员们更
好地参政议政、履职尽责，具有针对
性、指导性和实践性；张国华以《浅
谈政协提案和社情民意信息》为题，
从提案是什么、撰写提案需要把握
的问题、需要防止和克服的问题及
如何撰写社情民意信息四个方面详
细讲解了政协提案、社情民意工作
的理论知识，并结合实际突出系统
性，增强政协委员提案和社情民意
撰写能力和水平。

县政协副主席江新泉主持会
议，他希望各级政协组织和政协委
员要切实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
协委员要“懂政协、会协商、善议政、
守纪律、讲规矩、重品行”的十八字
重要指示，做有定位的委员；要处理
好荣誉与责任、“台上”与“台下”、委
员职责与本职工作这“三个关系”，
自觉维护委员良好形象，不断提升
协商议政水平，尽职尽责交出满意
答卷，做有担当的委员；要学做亦方
亦圆、亦虚亦实、有德有义、有胆有
识的政协人，做有追求的委员，为奋
力谱写沿海高质量发展如东篇章贡
献智慧和力量。

县政协十六届一次会议主席团
常务主席蒋树建、丛俊、桑健、桑圣
权、陆茵、张光平、周洪，大会秘书长
张恺参加了培训。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袁嘉
翊 高玉霞）昨天下午，政协如
东县第十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
议举行基层工委活动，全体委
员、列席人员共分为27个工作委
员会，在各组讨论地点开展分组
讨论。

在各讨论组，政协委员和列
席人员认真学习讨论了县委书
记陈慧宇开幕讲话，认为讲话充

分肯定了县政协五年来亮点频
现、成效显著的履职工作，同时
也对新常态、新任务、新期盼背
景下的新一届政协工作提出了
明确要求。各讨论组审议了十
五届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和十
五届政协提案工作报告，认为两
份报告对过去五年工作的总结
实事求是，对今后五年工作的建
议切实可行，既充分肯定了取得

的成绩，也清醒地看到面临的困
难和挑战。

当天，各小组还推选各工委
主任、副主任，确定联络员；学习

“十个严禁”换届纪律，并签订
《严肃换届纪律承诺书》；委员们
还围绕经济发展、城市建设、社
会文化、农业农村等问题各抒己
见、畅所欲言，认真撰写提案和
社情民意，预审提案。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张予
钦 周颖石）昨天上午，出席如
东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一次会议的人大代表们，带着认
真收集的民意心声，精神饱满、
意气风发，陆续抵达驻地向大会
报到。

按照疫情防控要求，代表们
在工作人员指导下，规范佩戴口
罩、测温“亮码”，领取会议资料，
各个环节井然有序。办理报到
手续后，代表们认真翻阅会议材
料，熟悉会议流程，讨论各自打
算在会上提交的建议内容，交流
着赴会的欣喜和期待。

“今年‘两会’,我带来‘关于
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我县基层医

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的建议。”
作为一名来自医疗系统的人大
代表，县人民医院神经外科副主
任王震特别关注基层医疗和公
共卫生健康服务发展。他在 23
年的从医生涯中，看到了老百姓
看病难，看病贵，基层医疗卫生
设施、诊疗项目以及服务能力和
水平不足，人才短缺等问题，改
善和提高基层医院的医疗水平
迫在眉睫。“建议要进一步加强
基层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和人才
队伍建设，注重基层医院薄弱临
床专科建设，提高医疗卫生服务
能力水平，同时深化医疗卫生综
合配套改革，完善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绩效考核机制，有效激发基

层医护人员工作活力。”他还表
示，将采取座谈、走访、微信、邮
箱等交流方式时刻与人民群众
密切保持联系，收集民意，及时
反映，并主动积极跟踪建议办理
情况，推动问题解决。他表示，
将组织医护志愿者进行义诊，定
期对全县各基层医院进行教学
查房，带动他们提高诊疗水平。

赴会代表们纷纷表示，将以
本次“两会”为契机，认真履行宪
法和法律赋予的神圣职责，把群
众关心、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带
到会上，紧贴如东实际，紧跟发
展形势，提出高质量的议案、建
议，为如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积极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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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政协十六届一次会议
举行基层工委活动

怀揣民意赴盛会 尽责履职开新局

主任委员：徐鸿斌
副主任委员：陆金标
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越（女） 查剑宁 高 军 姜宁兵 夏金荣

如东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议案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名单

（2022年1月11日如东县第十八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

陈慧宇 陈昌龙 徐鸿斌 刘旭峰 罗晓东 赵尊兵

如东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主席团常务主席名单

（2022年1月11日如东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推定）

王亚军 张 炯 丁 越（女） 周志勇

如东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副秘书长名单

（2022年1月11日如东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

代表委员认真听取政府工作报告。
全媒体记者 张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