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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渊记者 李文华冤7 月 19 日下午袁中国共
产党射阳县第十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
会议召开袁选举产生中国共产党射阳县第十六届纪
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书记尧副书记遥

会议经无记名投票选举袁陈俊尧韩步东尧高山尧
王家峰尧顾坚尧陈韩尧仇峰七位同志当选为中国共产
党射阳县第十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

员遥 陈俊同志当选为中国共产党射阳县第十六届纪
律检查委员会书记袁韩步东尧高山两位同志当选为
副书记遥

县委常委尧县纪委书记尧县监委主任陈俊要求袁
新一届县纪委领导班子要把握新形势袁 履行新使
命袁紧紧围绕县党代会提出的目标袁全力推进县委
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曰要应对新挑战袁展示新

作为袁充分发挥纪检监察机关监督保障执行尧促进
完善发展职能袁全力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斗争
深入开展曰要落实新要求袁开创新业绩袁始终保持争
创一流的勇气袁 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铁
军袁努力开创全县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新局
面袁为建设野强富美高冶现代化新射阳提供坚强保
障遥

中共射阳县第十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

本报讯 渊记者 范媛媛 吴炘恒冤7 月 19
日下午袁中共射阳县第十六届代表大会第一次
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袁在县党群教育中心胜
利闭幕遥

吴冈玉同志主持大会并致闭幕词遥 王宁尧
崔晓荣尧邱德兵尧李宝会尧葛兆建尧凌晓东尧陈
俊尧尹胤祥尧付阳尧陆晓东尧王海兵尧洪磊尧胥亮
亮在主席台前排就座遥大会主席团成员在主席
台就座遥

大会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叶中国共产
党射阳县第十六届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
第十五届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曳和叶中国共
产党射阳县第十六届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
于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曳遥

吴冈玉在致闭幕词时说袁这次大会是在全
县上下喜庆党的百年华诞尧 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袁开局野十四五冶尧奋力开启现代化新征程的
关键时刻袁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遥 大会
审议并通过了中共射阳县第十五届委员会工
作报告和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袁审议了党
费收缴尧使用和管理情况的报告袁选举产生了
中共射阳县第十六届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
会袁是一次承前启后尧继往开来的大会袁是一次
统一思想尧凝聚力量的大会袁是一次鼓舞人心尧
求实奋进的大会袁必将对射阳今后五年乃至更
长时期发展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遥

吴冈玉指出袁今后五年是射阳开启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战略机遇期袁也是
推进高质量发展转型跨越的重要窗口期遥大会
提出野锻长板创特色尧争进位攀新高袁朝着建设
耶强富美高爷现代化新射阳阔步迈进冶的目标定
位袁 既是全县广大干群的共同愿望和殷切期
盼袁 又是新一届县委的重大责任和光荣使命遥
全县各级党政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视察江苏重要
讲话指示精神袁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市委部署要
求袁凝心聚力尧拼搏奋进尧实干争先袁以永不懈
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袁推动党
代会目标任务落实落细落地袁不断开创射阳改
革发展和各项事业新局面遥

吴冈玉要求袁要结合党史学习教育袁迅速
开展县党代会精神传达学习袁切实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大会的决策部署上来袁全面掀起狠抓
落实尧大干快上的热潮袁真正使县委的决策部
署转化为全县上下的共同意志和自觉行动遥全
体党代表要以身作则尧树立标杆尧当好表率袁继
续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尧昂扬的精神状态尧务实
的工作作风袁在各自岗位上再立新功尧再创佳
绩遥新一届县委全体成员要进一步增强政治意
识尧大局意识尧核心意识尧看齐意识袁率先垂范尧
恪尽职守尧勤奋工作袁团结带领全县党员干部
群众袁努力把野强富美高冶现代化新射阳的美好
蓝图变成现实遥

吴冈玉强调袁要紧紧围绕这次党代会部署
要求袁踏踏实实把正在做的事情做好袁提高标
准尧勇于创新袁知行并进尧积微成著袁为圆满实
现各项目标任务夯实基础尧赢得主动遥 坚持产
业为基尧项目为要袁紧扣主导产业定位袁主攻长
三角尧深耕珠三角袁全面掀起招商引资新热潮袁
再储备一批质量高尧体量大尧前景好的优质项
目遥同时袁加快推进市县野两重冶项目袁力促项目
成果转化袁确保尽快形成一批现实增长点遥 要
持续激发创新活力袁深入推进野科技创新突破
年冶活动袁加强与业内知名高校院所尧产业发展
联盟尧咨询服务机构的沟通合作袁加快建设载
体平台袁扎实做好野专精特新冶企业培育和野高
精尖缺冶人才招引袁提升技术攻关尧测试验证尧
中试孵化等服务能力袁促进产业链尧创新链尧价
值链深度融合发展遥 要持续改善城乡面貌袁抢
抓省委推进沿海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机遇袁坚持
全县域向海发展袁突出生态优先尧绿色转型袁打
造海陆联动尧城乡协调尧宜居宜游的新兴海滨
城市曰统筹抓好城市规划尧城市建设尧城市管理
和城市经营袁 加快实施盐射高速等交通工程袁
深入开展新一轮文明城市创建袁下足野绣花冶功
夫袁提升城市品质曰一体推进滨海风貌城镇带
和美丽乡村建设袁持续打造农房改善野2.0 升级
版冶袁积极推动黄沙港渔港小镇尧日月岛康养旅
游度假区等重要节点提质升级袁 以更大格局尧
更宽视野率先建设沿海生态廊道袁全力塑造江
苏沿海最美海岸线遥 要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袁全
力推进好为民办实事项目袁 紧扣节点要求袁强
化要素保障袁高质高效推进袁确保如期兑现对
人民群众的承诺遥 渊下转二版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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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记者 周蓉蓉冤7 月 19
日下午袁 县十六届一次党代会举行主
席团第四次会议遥 吴冈玉同志主持会
议遥 大会主席团成员出席会议遥

会议听取第一次选举大会选举结
果报告袁 确定县委候补委员候选人名

单曰 讨论决定由吴冈玉同志主持召开
中共射阳县第十六届委员会第一次全
体会议袁 讨论决定由陈俊同志主持召
开中共射阳县第十六届纪律检查委员
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曰审议通过县委尧县
纪委工作报告的决议渊草案冤遥

县十六届一次党代会
举行主席团第四次会议

吴冈玉主持

本报讯渊记者 范媛媛冤7 月 19 日下午袁中共
射阳县第十六届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大会在
县党群教育中心举行袁 选举产生中共射阳县第十
六届委员会委员尧 候补委员和纪律检查委员会委
员遥 吴冈玉同志主持会议遥 王宁尧崔晓荣尧邱德兵尧
李宝会尧葛兆建尧凌晓东尧陈俊尧尹胤祥尧付阳尧陆晓

东尧王海兵尧洪磊尧胥亮亮在主席台前排就座遥 大会
主席团成员在主席台就座遥

本次会议应出席代表 300 名袁实到会代表 293
名袁符合法定人数遥

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 叶中国共产党
射阳县第十六届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办法曳袁

以及大会选举总监票人尧监票人名单遥
大会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袁 分别选举产生了

33 名中共射阳县第十六届委员会委员尧15 名中共
射阳县第十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尧6 名中共射
阳县第十六届委员会候补委员遥

县十六届一次党代会选举大会举行
选举产生中共射阳县第十六届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吴冈玉主持

本报讯渊记者 周蓉蓉 彭岭 吴贵民冤7 月
19 日下午袁中共射阳县第十六届委员会举行第一
次全体会议袁 选举产生中共射阳县第十六届委员
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书记尧 副书记遥 吴冈玉同志
主持会议遥 全体县委委员尧候补委员出席会议袁县
纪委委员列席会议遥

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中共射阳县第
十六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办法遥 会议以
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袁差额选举吴冈玉尧王宁尧李宝
会尧凌晓东尧陈俊尧尹胤祥尧付阳尧陆晓东尧王海兵尧
洪磊尧胥亮亮等 11 位同志为中共射阳县第十六届
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曰 选举吴冈玉同志为中共
射阳县第十六届委员会书记袁选举王宁尧李宝会同
志为中共射阳县第十六届委员会副书记遥

会议通过了中共射阳县第十六届纪律检查委
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书记尧副书记选举结果遥

吴冈玉代表新当选的新一届县委领导班子讲
话遥 她指出袁作为肩负起建设野强富美高冶现代化
新射阳神圣使命的新一届县委班子袁将恪尽职守尧
永不懈怠尧一往无前袁带领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党员
干部群众袁锻长板创特色尧争进位攀新高袁朝着建
设野强富美高冶现代化新射阳阔步迈进袁努力创造
出无愧于党和人民的过硬业绩遥

吴冈玉指出袁建设野强富美高冶现代化新射阳袁
需要我们高举旗帜尧拥护核心袁铸牢绝对忠诚的政

治品格遥 要常补精神之野钙冶尧常培思想之源尧常筑
信仰之基袁 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尧忠实实践者尧模范
带头者遥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特别是视察江苏重要讲话指示精神袁 在学思
用贯通中体会新思想的真理价值袁 在知信行统一
中感悟新思想的实践伟力遥 要不断提高政治判断
力尧政治领悟力尧政治执行力袁切实做到增强野四个
意识冶尧坚定野四个自信冶尧做到野两个维护冶遥

吴冈玉强调袁建设野强富美高冶现代化新射阳袁
需要我们担当实干尧锐意进取袁保持昂扬向上的精
神状态遥 县十六届一次党代会确立了今后五年工
作的总体思路和目标任务袁 这是新一届县委班子
的行动纲领袁 也是我们对全县广大干群的庄严承
诺遥 要坚持说干就干尧干就干好袁真正在落实执行
上体现快的态度尧快的招数尧快的效应遥 当前袁射
阳仍处于转型升级尧追赶跨越的关键时期袁要拿出
逢山开路尧遇水架桥的劲头和明知山有虎尧偏向虎
山行的勇气袁紧盯重大项目尧乡村振兴尧安全稳定尧
文明城市创建等工作袁 真正做到在克难奋进上见
力见功见效遥 要加快知识更新袁强化学用结合袁提
高贯彻新发展理念尧 服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能
力水平袁增强工作的前瞻性尧科学性尧针对性遥 同
时袁牢固树立敢闯敢试尧敢为人先的理念袁进一步
解放思想袁以创新的思维尧改革的办法推进工作袁

实现野盐城领先尧沿海当先尧全省争先冶遥
吴冈玉指出袁建设野强富美高冶现代化新射阳袁

需要我们精诚合作尧戮力同心袁凝聚干事创业的强
大合力遥 每位班子成员都要增强以野事业为重冶的
意识袁树立野共同干一番事业冶的情怀袁做到作决策
一个方向尧干事业一条心尧抓工作一盘棋尧谋发展
一股劲遥要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袁进一步完善班子
内部工作分工尧民主议事决策程序等制度袁坚决杜
绝各自为政尧自行其是遥 要坚持坦诚相待尧开诚布
公袁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袁营造上下同欲尧
同舟共济的良好氛围遥

吴冈玉强调袁建设野强富美高冶现代化新射阳袁
需要我们严于律己尧清正廉洁袁践行秉公为民的情
怀操守遥廉洁奉公是为政之要袁也是领导干部的立
身之本遥要有野功成不必在我冶的胸襟和野功成必定
有我冶的担当袁甘做奠基石尧踏脚石尧铺路石袁在射
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上留下浓墨
重彩的一笔遥 要心系群众安危尧感知群众冷暖尧回
应群众期盼袁推动服务向民生覆盖尧财力向民生倾
斜尧政策向民生聚焦袁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遥 县委常委班子要以身作则尧率先垂范袁永葆
野清正廉洁冶本色袁带头遵守党章党规党纪和廉洁
自律准则遥要带头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袁认
真落实野一岗双责冶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袁合力巩固
好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遥

中共射阳县第十六届委员会
第 一 次 全 体 会 议 召 开

吴冈玉当选县委书记 王宁李宝会当选县委副书记

中共射阳县第十六届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庄严的叶国际歌曳声中胜利闭幕遥 彭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