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星期五 2021年4月

农历辛丑年三月十九 30高 度 深 度 温 度

中共如东县委员会 主办 如东县融媒体中心（集团）编辑 电子版：www.rdrb.net.cn 如东新媒体：www.rdxmt.com 总第8361期

□ 新闻热线：80865300 80865301 □ 投稿信箱：rdrbxw@126.com（新闻） rdrbfk@126.com（副刊） □ 地 址：如东县城中街道长江路

治污连着你我他治污连着你我他，，碧水蓝天靠大家碧水蓝天靠大家。。
□ 新闻热线：80865301 □ 投稿信箱：rdrbxw@126.com（新闻） rdrbfk@126.com（副刊） □ 地 址：如东县城中街道长江路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杨丹 陆
和煦） 28日，我县召开安全生产专项
整治三年行动推进暨“五一”节前安
全生产工作部署会议。县委常委、常
务副县长张兴国参加会议。

会议通报了全县安全生产专项
整治三年行动工作情况，针对各镇
（区、街道）和有关部门推进落实安全
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中存在的问
题提出了建议和意见。县发改委、住
建局、交通运输局、应急管理局分别
就海上风电安全、城市建设、交通运
输和危险化学品安全等各领域专项
整治作交流发言。

张兴国要求全县上下清醒认识
开展好专项整治三年行动的重大意
义和重大责任。各镇（区、街道）和有
关部门要严格对照任务清单，主动认
领任务、细化推进方案、严肃狠抓落
实。持续紧盯危险化学品、海洋渔
业、道路交通、建筑施工、海上风电、
城镇燃气和消防等重点领域，深入开
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工作。对
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工作要做好“回头
看”，对照前期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巡
查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补齐补强安
全生产专项整治工作的短板弱项，不
断夯实安全生产管理基础。

张兴国强调，“五一”假期即将来
临，各地、各部门要加大对道路交通、
危险化学品、建筑施工、涉海作业的
安全监管，扎实开展消防安全、燃气
安全专项整治，加强各类景区景点、
旅游项目、旅游设施的安全管理。进
一步健全应急管理机制，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到岗带班制
度、24小时安全值班制度和事故报告制度，落实部门之
间协调联动机制，及时发布预警信息，一旦发生安全生
产事故或紧急情况，要统一扎口上报信息，立即有力有
序开展处置，及时控制险情，切实把事故损失减小到最
低限度，确保人民群众财产生命安全。

许金标，现任中共如东县委
常委，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党组成
员（正处职）。男，1976年6月生，
汉族，江苏如东人，中央党校研究
生学历，1999年 8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1996年11月参加工作。

1996.11-1997.04 如东县地
税局丰利分局经管员；

1997.04-1999.11 如东县地
税局栟茶分局稽查员；

1999.11-2002.09 如东县地
税局栟茶分局税务员；

2002.09-2005.06 如东县地
税局科员；

2005.06-2009.01 如东县地
税局稽查局检查二股股长；

（其间：2007.09-2008.09 挂
任洋口港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
助理）

2009.01-2010.10 如东县掘
港镇副镇长；

2010.10-2011.01 如东县掘

港镇副镇长，掘港工业园区党工
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

2011.01-2012.01 如东县丰
利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2012.01-2015.07 如东县河
口镇党委书记；

2015.07-2015.08 如东县人
民政府副县长、党组成员，河口镇
党委书记；

2015.08-2016.11 如东县人
民政府副县长、党组成员；

2016.11-2017.11 如东县人
民政府副县长、党组成员，县行政
审批局党组书记、政务服务中心
党工委书记；

2017.11-2017.12 中共如东
县委常委，县行政审批局党组书
记、政务服务中心党工委书记；

2017.12-2018.03 中共如东
县委常委，沿海经济开发区党工
委书记、小洋口旅游度假区党工
委书记，县行政审批局党组书记、
政务服务中心党工委书记；

2018.03-2019.05 中共如东
县委常委, 沿海经济开发区党工
委书记、小洋口旅游度假区党工
委书记；

2019.05-2020.01 中共如东
县委常委，沿海经济开发区党工
委书记；

2020.01-2021.04 中共南通
市通州区委常委，南通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
会常务副主任（正处职）；

2021.04起 中共如东县委常
委，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党组成员
（正处职）。

任命许金标同志为如东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单
佳凯 张凯）今年，我国海上风
电产业发展迅猛，大批成规模
的海上风电场正在加紧施工建
设。华能如东海上风电场是目
前全国规模最大、国产化程度
最高的海上风电场，将在 6月
底建成投产。28日，央视新闻
频道节目组来到项目施工现场
进行现场直播。

眼下，华能如东海上风电
场二期项目进入最后的建设冲
刺阶段，正在安装最后 10台风
机，建成后也将是“十四五”时
期我国首批投产的大规模海上
风电项目。华能如东海上风电
场二期项目距离海岸线 39公
里，整个风电场分为二期建设，

一期 70台风机已经建成投产
并网发电，二期 80台，还剩最
后的 10 台正在紧张建设中。
届时，170平方公里海域将建成
150 台风机，装机容量达到 70
万千瓦，完全能够满足 40万户
居民一年的用电需求。到今年
年底，华能在江苏海上风电建
设规模将达 250万千瓦，每年
可提供清洁电能 67.5亿度，相
当于每年节约标煤 207万吨，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566万吨。

“我们目前规划，在‘十四五’末
期，将要打造一个千万千瓦级
的海上风电基地，把更多更便
宜更清洁的能源送给老百姓。”
华能江苏清洁能源分公司总经
理陈晓路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

中介绍。
近年来，我国将海上风电

作为东部沿海能源转型升级的
重要战场，到 2019 年底，累计
并网海上风电装机容量 593万
千瓦，占全球的 21%，仅次于英
国、德国，位居世界第三位。随
着碳达峰、碳中和“双碳”目标
的提出，有序发展海上风电作
为重要任务写进十四五规划。
未来，我国新能源建设有很大
一部分来自于海上风电，实现
规模化、集约化开发，以科技创
新推进建设、运维全过程的国
产化率不仅是开启海上风电资
源深海开发新征程的钥匙，也
是海上风电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关键。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曹建明 陈
秀斌） 28日下午，南通市委副书记、市
长王晖带队来我县实地调研水环境治
理工作。他强调，要以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美丽江苏建
设要求，按照全市深入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动员会部署，统筹推进、系统治
理，以更实举措、更大成效，持续改善
水环境质量，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村镇污水治理是解决流域性、面
源性污染的“硬骨头”。王晖首先来到
位于如泰运河沿线的大豫镇强民村，

现场查看已建成运行的一处微型污水
处理站点，该污水处理站点覆盖了周
边农户 36户 126人，设计日处理量 10
吨。他详细询问工程造价、网管铺设、
运行维护、排放标准等情况，并深入农
户家中，检查生活污水纳管情况，听取
群众意见建议。王晖强调，针对面广
量大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要按照“能
接管则接管、应集中则集中、宜分散则
分散”的原则，综合考虑乡村实际和农
民习惯，坚持一家一设计、一户一验
收，确保农村生活污水应收尽收，提升
污水处理实效。同时，要注重将农村

生活污水治理与改善农民生活相结
合，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

随后，王晖来到大豫镇污水处理
厂，该厂于今年 4月正式运行，配套管
网已完成约 20 公里，每日进水量约
500吨。王晖登上污水处理池，察看
设备运行情况，询问处理工艺、管网
建设、运营管理等情况。他指出，乡
镇污水处理厂是处理镇区生活污水
的重要基础设施，要突出抓好污水收
集这一关键环节，加大全面纳管监管
力度，确保镇区的各企业、住户、单位
生活污水全部纳管进厂，加强进水及
出水标准的监测管控，确保稳定达标
排放。

调研中，王晖指出，水环境治理工
作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南通
高质量发展大局。要统一思想、提高
站位，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坚定不移
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推动全
市域水环境持续改善。要坚持“系统

化思维、片区化治理、精准化调度”的
工作思路，大力推进区域治水工程，加
快形成全市畅流活水体系。要抢抓汛
期来临前的有利时机，尽快落细落实
工程性、预防性处置措施，坚决防止汛
期水质大幅滑坡。要加强市县联动、
部门协同，形成推进工作合力，确保水
质改善目标圆满完成，为高质量建设
美丽南通作出更大贡献。

县委书记沈峻峰陪同调研。他表
示，我县将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相关
要求，精准发力，持续攻坚，更加注重
系统治水、科学治水、精准治水、依法
治水，进一步压实各级河长、涉水部门
和属地镇区的责任，确保市考以上断
面和近岸海域达到上级考核要求，促
进全县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不断提
升人民群众幸福感。

市政府副市长王晓斌，秘书长凌
屹，县委副书记、县长陈慧宇，县委常
委许金标、徐东俊参加调研。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陆昊 钱海
军）昨天上午，县人大常委会召开第
76次主任会议，听取县委组织部、县人
民法院人事提名，听取并审议县政府
关于全县学前教育发展情况的工作报
告。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陈昌龙主持会
议并讲话。

副县长陈晓莉代表县政府作工作
报告。目前，全县共有幼儿园 55所，
其中公办幼儿园 41所，普惠性民办幼
儿园 13所，营利性民办幼儿园 1所。
省优质园 46 所，省市优质园占比达
92.72%。在园幼儿共14670人，学前教
育普惠覆盖率达 99.78%，在省市优质
园就读幼儿占比 95.43%。近年来，我
县以建成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学前
教育公共服务体系为出发点，逐步实

现学前教育从“幼有所育”迈向“幼有
优育”。强化顶层设计，确立政府主
导、投入保障、考核评估三项机制，推
动民办园向公办园转变、教师由编外
向编内转变、合格园向优质园转变、幼
儿入园自主择校向有序入园转变，深
化人事管理、教师培训和课程建设，不
断推动形成“普及、普惠、安全、优质”
的学前教育格局。下一步，我县将进
一步健全管理体制，优化资源配置，提
升办园品质，推进学前教育高质量、均
衡、内涵发展。

会议审议认为，全县学前教育发
展工作质态提升明显，面临的部分突
出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取得的成绩可
圈可点。下阶段，要着重从资源配置、
规划实施、教师待遇、队伍建设、行业

管理等方面强化举措，进一步促改革、
建机制、抓规范，切实推动学前教育高
质量发展。

陈昌龙指出，学前教育发展是自
县十六届人大常委会以来，常委会持
续关注和跟踪的一项工作。再次将学
前教育发展列入主任会议议题，既表
明了常委会对这项议题一以贯之的重
视态度，也是对这项工作进行“回头
看”。在肯定成绩的同时，要客观认识
当前我县学前教育发展与高质量发展
要求存在的差距，始终坚持问题导向、
结果导向，科学处理好总量与布局、均
衡与公平、队伍与管理、安全与监管、
优质与普惠之间的关系，夯实举措，重
点突破，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幼有优
育”的美好期盼。

陈昌龙强调，要抓好“统筹”，推动
学前教育相关规划与县域发展中长期
规划有效衔接，综合考虑产业、人口、
城乡发展、载体配套等不同方面的影
响因素，科学研判新形势、新趋势，推
动学前教育资源有效配置，高效运
行。要主攻“短板”，加快幼儿园新建、
改建和低质民办园回购速度，强化资
金和政策保障，围绕发展不够均衡、队
伍有待优化、管理仍需完善等问题，拿
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要提升“质
效”，围绕打造如东学前教育品牌，放
大我县学前教育在优质园建设、幼师
队伍建设、精品课程建设等方面的优
势，以“锻长板”带动全县学前教育发
展提质增效。

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旭峰就做
好学前教育发展工作提出具体要求，
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鸿斌、罗晓东
参加会议。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陆昊
钱海军）昨天上午，县第十七届
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三十六次会
议，通过相关人事任免。县人大
常委会主任陈昌龙主持会议。

会议听取、审议并表决通过
了县委副书记、县长陈慧宇所作
的《县政府关于提请许金标等同
志职务任免的议案》，听取、审议
并表决通过了县人民法院院长黄
卫所作的县人民法院有关人事任
免议案。

会议决定，任命许金标同志为
如东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免去张建
中同志如东县人民政府副县长职

务。许金标等相关新任命人员集
体向宪法宣誓并领取任命证书。

陈昌龙希望新任命的同志一
要强化法治意识，不断提高履职
水平；二要强化人大意识，自觉接
受人大监督；三要强化责任意识，
主动服务发展大局；四要强化自
律意识，始终保持良好形象，以更
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为我县勇当
长三角沿海高质量发展排头兵，
建设“强富美高”新如东贡献更多
的智慧和力量。

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鸿
斌、刘旭峰、罗晓东、赵尊兵出席
会议。

王晖来我县调研水环境治理工作时要求

统筹推进 系统治理
持续改善水环境质量

践行嘱托开新局践行嘱托开新局————

争当表率争当表率 争做示范争做示范 走在前列走在前列

县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
召开第三十六次会议

如东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决定任命人员名单

（2021年4月29日如东县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六次会议通过）

许金标同志简历
县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6次主任会议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高玉
霞 周颖石） 27日下午，我县召开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联席
会议，安排部署2021年重点工作。

去年，全县共有 32个部门使
用省市场监管信息平台进行数据
归集，30个部门使用“双随机、一公
开”抽查系统，入库执法检查人员
993人，抽查事项335个，检查对象
信息235082条。14个部门参与执
行联合抽查任务32个，占全年总任
务数的5.7%，大大减少了多部门重
复上门执法、干扰企业正常生产经
营的次数。今年，我县将进一步转
变监管思路、创新监管方式，以科
学有效的“管”促进更大力度的

“放”，减轻企业负担，激发市场活
力，努力将我县打造成法治化、便
利化的营商环境新高地。

副县长蔡东强调，各部门、各
单位要提高思想认识，加快完善
新型监管机制，深入推进“互联
网+监管”，提升监管的智能化和
精准化；抓实重点工作，推进联合
监管常态化，确保信息归集及时
化、监管过程规范化；加大组织力
度、强化责任落实，努力形成上下
联动、合力推进的工作局面。

会上还宣读了 2020年度“双
随机、一公开”优秀单位表彰通
报，县卫健委、税务局、城管局等
三家单位作交流发言。

全县“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联席会议要求

提升监管水平 形成推进合力

值班编委 姚银松 责任编辑 王玲玲 版式设计 朱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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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最大海上风电场我国最大海上风电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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