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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记者 周蓉蓉冤6 月 7 日是高考第一天遥
当天上午袁 县委书记唐敬深入我县高考考点检查考务
工作遥 他强调袁各相关条线要压紧压实责任袁精心组织
安排袁在从严开展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基础上袁为考生营
造良好的考试环境袁确保全县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遥

今年袁我县共有 3855 名应往届毕业生报名袁其中
3158 人参加普通高校招生统考袁共设置江苏省射阳中
学和射阳县第二中学两个考点尧107 个考场遥

在射阳中学尧县第二中学考点袁前来送考的家长与
考生有序地排着队曰 临时搭建的安全通道旁均安排专
人进行体温测量袁并严格要求来往人员佩戴口罩遥唐敬
深入考点袁仔细察看高考考点视频监控系统尧考场周边
环境等袁 听取相关负责人汇报袁 详细了解考生到场参

考尧考务监督情况尧疫情防控以及交通引导尧噪音治理尧
食品安全尧用电供水尧社会治安尧心理疏导等各项高考
保障工作情况遥

唐敬指出袁 高考是关系考生前途未来和千家万户
长远幸福的大事袁是全社会高度关注的热点和焦点遥今
年是江苏省实行高考综合改革的首年袁 加上面临疫情
防控尧高温酷暑尧可能出现极端天气等多重考验袁做好
今年高考工作责任重大尧意义重大遥各相关条线要秉承
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袁齐心协力尧认真扎实地做
好各项工作袁 落细落实各项举措袁 全力以赴确保实现
野平安高考冶遥要进一步规范考务安全管理袁严肃考风考
纪袁做好试卷保管尧分发尧运送尧施考尧封装等各环节工
作袁加强对考场秩序尧考试过程的安全管理袁确保高考

保密安全遥要进一步细化防控举措袁严格落实考前考生
和考务人员健康码申报尧考务人员疫苗接种袁考试期间
考生入场测温排查袁考场通风消杀等防控措施袁提前设
置好临时观察区和医生问询处袁 按要求对体温异常的
考生妥善安置和处理袁实现考试和疫情防控野两手抓冶遥
要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袁 紧盯关键环节袁 做到严密防
范尧措施到位袁有效应对和处置突发事件遥 要进一步营
造良好氛围袁强化部门间的协同配合袁加强对考生尧家
长的正面引导袁确保让考生放心袁让百姓满意袁以优异
成绩向建党 100 周年献礼遥

县委常委尧副县长崔晓荣袁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
正军袁副县长刘成志参加活动遥

唐敬在检查高考考务工作时要求

压紧压实责任 精心组织安排
确保全县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

本报讯渊记者 范媛媛 通讯员 崔
飞龙冤烈日炎炎袁挡不住项目推进的坚定
步伐遥 6 月 4 日上午袁在射阳经济开发区
内的国阳智能装备产业园项目现场袁机器
轰鸣袁工程车来回穿梭袁六百多名建筑工
人正在现场施工遥项目联系人杜宣向记者
介绍道院野当前袁1 号尧6 号厂房二层浇筑曰2
号厂房完成承台施工袁 正在回填土曰5 号
厂房三层浇筑曰7 号厂房搭设脚手架曰8 号
厂房基础完成袁 准备搭设脚手架曰3 号尧9
号尧10 号厂房基础绑扎钢筋尧立模袁各项
工作正按照时间节点有序推进遥 冶据了解袁
国阳智能装备产业园项目袁致力打造华东
地区有重要影响的智能装备产业基地袁主
要容纳 5G 通信尧3C 电子尧机器人项目等
智能制造产业袁着力培育高品质的先进技
术产业集群与区域产业共同成长袁将为全
县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遥

项目建设是经济发展的主战场遥 源 月
初以来袁该区全力拼抢招引项目袁抢工会
战在建项目袁千方百计服务项目袁以真抓
实干推进项目建设取得新突破遥

把招商引资作为一号工程遥 该区在 6
月份启动招商野百日攻坚冶行动袁完善电子
信息尧高端装备尧航空制造尧新材料 4 份产
业地图和 1 份园区土地尧厂房资源分布地
图袁 紧盯电子显示尧 半导体尧 芯片封测尧
CNC 装备制造等细分领域袁 综合运用以
商引商尧产业链招商尧产业基金招商等方
式袁 争分夺秒推动成熟项目尽快落地袁6
月份签约宜安液态金属结构件尧 新光芯
LED 器件尧超芯微光学模组尧科兴成 5G 天线尧三本 LED尧光谷
半导体器件尧冠一飞机制造尧辉煌热气球等 8 个亿元项目袁同时
力争比亚迪刀片电池重大项目正式签约遥

全力把重大项目建设作为厚植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和战
略支撑,力促项目早开快建速达效遥 该区紧盯市县野两重一实冶
项目和市拟观摩项目袁压实挂钩服务班子责任袁日夜加班赶工袁
白天晚上督查袁做到吃住在工地袁解难在一线袁确保恒百佳新材
料尧科阳电子尧科羿二期尧科杰 3C 电子尧磐伟汽车电子尧安旭机
器人等项目 6 月底竣工投产袁大族激光尧益维 LED 显示屏等项
目在 7 月份竣工投产遥 该区还充分发挥考核野指挥棒冶作用袁对
服务重大项目建设落实红黄黑旗考核制袁 实行每周评比一次袁
最快的部门扛红旗袁最慢的扛黑旗袁形成项目推进你追我赶的
生动局面遥

优质的营商环境是吸引力尧竞争力袁更是创造力尧驱动力遥
该区在服务项目时袁深入细致摸排梳理项目建设难题袁建立问
题收集交办尧清单销号制度袁强化重点项目用地尧用工尧资金等
要素保障遥 提升载体配套能力袁加快国阳智能装备产业园一期
28 万平方米厂房建设袁确保 9 月底前蓝天 LED 照明尧科阳电子
二期尧永佑显示模组尧超芯微集成电路等项目方进场装修袁补齐
电子信息产业关键工艺短板袁10 月份阳极氧化项目正式投产袁
全力推进污水管网尧邻里中心尧职工宿舍建设袁全面提升产业配
套环境和公共服务功能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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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4 日上午袁记者一走
进位于海通镇工业园区内的
江苏金力恒纺织渊集团冤有限
公司生产车间袁立即就被一排
排整齐有序尧高速运转的全自
动气流纺生产线所吸引院在纱
线飞跃舞动的纺机旁袁纺织女
工们正仔细操作着机械袁一派
紧张有序尧热火朝天的繁忙景
象遥

据了解袁江苏金力恒纺织
渊集团冤 有限公司是中国国机
集团气流纺板块华东地区的
研发和试验基地袁拥有目前世
界最先进的纺织设备袁为罗莱
家纺尧悦达家纺等企业提供高
等纱等半成品遥

野我们公司总投资达 5 亿
元人民币袁 拥有 40 条气流纺
生产线袁目前年销售接近 4 亿
元遥因为产品主要面向国内市
场袁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较
小袁目前订单充足袁产品供不
应求遥 冶带着记者走过一排排
生产机械袁公司董事长沈加新
边走边介绍袁野目前袁在手订单
已排到 7 月份袁所有生产设备
都满负荷运转袁我们正全力以
赴赶制订单遥 冶

凭借着卓越的生产技艺袁
金力恒的纯棉产品畅销江浙尧
广东等地区遥 野我们的生产工
艺先进袁 生产的纯棉 40 支以

下的棉纱袁销售市场覆盖了南
通尧苏州尧无锡尧常州等省内城
市袁以及浙江尧广东等外地市
场袁我们的棉纱产品目前在南
通市场可是一纱难求遥 冶沈加
新自豪地告诉记者遥

是什么力量的驱动袁使
该公司生产出如此受市场欢
迎的棉纱产品钥 野在中国国机
集团为我们提供了国际先进
的棉纱生产设备及相关的专
业生产技术的同时袁 我们公
司也高薪聘请了国内具有技
术权威的生产厂长以及技术
人员遥 靠着这些技术过硬的
专业人员和行业领先的生产
技术袁 我们舍弃以前生产的
粗支低档纱产品袁不断创新袁
这才生产出了能够持续领跑
国际和国内的气流纺高档纺
纱系列产品遥 冶沈加新给出了
答案遥

野接下来袁我们将一如既
往地积极对接中国国机集团袁
向他们学习先进生产技术袁并
继续加大科技研发投入袁让我
们的新产品永远走在市场最
前沿遥 冶沈加新踌躇满志地对
记者说遥

金力恒纺织

卓越品质赢市场
本报记者 吴炘恒 通讯员 王耀杰

大街小巷不见了野牛皮癣冶袁取而代之
的是各类公益广告遥绿化数量增加袁空气都
变得清新......当前袁我县深入开展的全国文
明城市创建活动袁在改变市容市貌的同时袁
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市民的生活遥

6 月 7 日袁记者来到县城人民西路袁只
见县城管执法大队队员们正在帮助商户搬
离占道晾晒的物品遥野随意摆放物品不仅影
响城市形象袁还会占用盲道尧非机动车道袁
给他人出行造成不便遥 我们采取管理和宣
传同步进行的方式袁 引导广大商户自觉做
好门前耶三包爷工作遥冶县城管执法队员刘婷
婷告诉记者遥

除了占道晾晒袁道路两侧出店经营尧乱
堆乱放尧 乱贴乱画等行为也严重影响了市
容市貌遥在红旗西路的家电修理门市袁城管
执法队员正在和经营户签订卫生责任承诺

书遥 野为做好市容市貌管理工作袁我们严格按照耶721爷工作法袁
即 70%的问题用服务手段解决尧20%的问题用管理手段解决尧
10%的问题用执法手段解决袁变被动管理为主动服务袁将城市
主次干道每一户商铺尧每一栋建筑尧每一块广告牌都纳入管理
范围袁确保管理全覆盖尧无缝隙遥冶刘婷婷一边规范非机动车的
停放袁一边向记者介绍道遥

野随着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深入推进袁广大市民的参与度越
来越高遥在执法过程中袁市民都能积极配合遥下一步袁我们将继
续对标全国文明城市测评指标袁围绕市容市貌提升目标袁扎实
开展专项整治袁进一步深化创建成效袁巩固已有成果袁推动城
市品质提档升级袁最终实现城市文明程度尧市民文明素质尧城
市文化品位尧群众生活质量全面提升遥 冶县城管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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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7 日上午袁 一年一度的全国统一高考拉开
大幕遥 全县 3158 名学子迎来人生的第一次大考袁收
获苦读多年的野果实冶遥在射阳县第二中学考点门口袁
一位考生走进大门后又转过身来袁 对着大门外的父
母用双臂比了个大大的爱心后袁这才转身走向考场遥
野寒窗苦读 员圆 年袁 今天是她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
转折点袁希望她保持平常心态袁发挥出自己应有的水
平袁考上梦寐以求的大学遥冶为了讨个好彩头袁考生家
长仉庆平特意穿上了一身红色旗袍袁 守在考场外默
默为女儿祝福遥

新冠疫情防控仍是今年高考工作的重中之重袁
我县两处考点门口除了设置了体温测量区袁 还专门
配备了医疗防疫保障小组袁以备突发情况发生遥 野我
们在各个考点都设置了保障小组袁 每个保障小组配
备卫生防疫副主考 1 名尧医务人员 4 名尧卫生防疫人
员 1 名尧卫生监督人员 1 名尧急救车辆 员 辆袁对考生
和涉考人员的流行病发史进行严格筛查袁 对考生和
涉考人员的健康进行 14 天监测遥 冶射阳中学考点卫
生防疫副主考周晓忠介绍道遥

高考期间袁 县三维集团调配车况最好的车辆组
成野高考运输车队冶袁安排 19 辆保障车辆袁选派 21 名
工作人员袁接送考生准时赶到考点遥 野在服务保障期
间袁我们每位驾驶员都严格做好岗前培训袁做到不饮

酒尧不疲劳袁确保行车安全遥 我们对每辆公交车都进
行集中消毒和趟次消毒袁并做好车辆通风袁将隐患消
除在萌芽状态遥冶三维公交公司二中考点车队负责人
王智阳对记者说遥

野您是送考家长还是过路的钥 如果您是送考家
长袁请让考生在这里下车袁您可以将车停到附近的停
车场遥 冶每当有车辆驶来袁考场外维持秩序的交警都
向司机问询袁指挥他们停往他处或是绕行遥高温天气
下还需要不停走动说话袁警服都已湿透遥 野今年高考
是新高考第一年袁 我们交警大队安排了 120 多名警
力袁为整个高考期间的交通秩序提供保障遥为确保交
通有序袁我们在对考场门前路段进行封闭的同时袁也
为周边路面的秩序提供疏导袁 确保区域内的路面通
畅袁还为考生的车队安排铁骑队进行引导袁实现绿波
通行遥 冶县交警大队大队长周培基告诉记者遥

为保障考生顺利应考袁 社会各界也纷纷伸出关
爱之手遥野我们红十字会组织志愿者 35 人尧助考车辆
30 辆遥 如遇突发事件需要使用车辆的袁将有志愿者
在 5 分钟之内到达现场袁为考生们耶保驾护航爷遥 冶红
十字会志愿者肖德林一边为考点外的家长发放印有
野旗开得胜尧前程似锦冶字样的矿泉水袁一边告诉记
者袁 县红十字会发放应急救护知识培训手册 2000
份尧考试备用口罩 2000 份尧矿泉水 2000 瓶袁为候考
的家长们提供便利遥

上午 怨 点袁高考开考的铃声响起遥 考场内袁莘莘
学子奋笔疾书曰考场外袁家长们翘首以盼袁期待孩子
旗开得胜遥社会各界也用爱心为未来的栋梁护航袁助
力他们奋力拼搏袁实现青春梦想遥

为莘莘学子“护航”
要要要县多部门联动服务保障高考侧记

本报记者 吴炘恒

图淤为考生正在排队进入考场遥
图于为三维集团组织专车接送考生遥
图盂为考点工作人员送意外骨折考生入场遥

吴贵民 周飞 吴炘恒 摄

6月 7日上午 9时袁2021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拉开帷幕遥 今年袁我县共有高考考
生 3158人袁设江苏省射阳中学和射阳县第二中学两个标准化考点袁共 107个考场遥为确保考试
顺利进行袁县教育尧公安尧交通尧卫健尧城管等部门通力合作袁共同为考生营造公平尧公正尧安全的
考试环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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