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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落实市委全会精神系列评论④

记者 朱祥明 韦一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全会
部署要求，始终坚定产业强市、
品质兴城、实干惠民的奋斗指
向，对标“四个东台”建设要求，
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让中心城市
更加精致，让乡村更加出彩。

一是实施城市有机更新。

完成5138户城市棚改、170幢老
旧小区、3条主次干道、16条断
头路改造，以及 23 条市区河道
治理，确保城市黑臭水体、断头
路、100户以上城市连片棚户区

“三个全部消除”。加快一城四
区连通工程建设，确保振兴路大
桥8月份竣工，经十路跨川东港
大桥 10月份建成通车。加快 6

条主题特色街区改造，七里漾休
闲片区二期推进，串场河生态廊
道全线贯通，铸造干则必成，成
则极致。二是加快推进农房改
善。精心指导90个城镇重点项
目，重点打造10条示范带，创建
20个特色田园乡村、30个传统
村落、40 个集聚提升村庄。三
是优服务保稳定。深入开展企

业大走访活动，确保拿地即开
工，竣工即拿证。

同时，深入开展住建领域安
全风险防控，强化燃气、自建房、
建筑施工等专项整治，确保人民
生命财产安全。放大房产八项
政策措施，保交房、保民生、保稳
定，促进全市房地产市场健康有
序发展。

住建局党委书记、局长 曹栋

让城市更精致 让乡村更出彩

记者 班雪凡 刘煜

沿海 经 济 区 地 处 生 态 宝
地，不仅是建设“绿色东台”“康
养东台”的主阵地，也是建设

“智造东台”的大后方，建设“幸
福东台”的潜力地。我们将紧
扣“守护生态环境、推进绿色发
展”的历史使命，积极作为，探

索前行。
守护美丽海湾，擦亮“中国

样本”。进一步完善“政府+科
研+公益组织”的湿地生态修复
模式。系统谋划，着力营建森
林、湿地、海洋生态空间一体化
管护体系。科研先行，吸引国际
国内专家开展湿地研讨、生物多
样性研究、部署鸟调工作和圆桌

会议，举办“720”论坛。
发展康养产业，打造绿色典

范。发挥长三角（东台）康养基
地龙头带动作用，植入湿地、鸟
类、足球等更多特色内涵，打造
世界一流生态湿地、全国知名的
旅游目的地、全国知名的康养目
的地、长三角知名的健康产品集
聚区和苏沪知名的农产品集聚

区。
激发低碳效应，加快绿色转

型。一方面，按照“布局合理、用
地集约、产业集聚、融合发展”的
原则，加快推进园区提档、企业
提质发展。另一方面，聚力推动
森林、湿地、海洋等生态优势转
化为绿色低碳发展优势，实现生
态价值最大化。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沿海经济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 吕洪涛

守护生态环境 推进绿色发展

贯彻落实市委全会精神访谈

本报评论员

千舟竞发，只争朝夕；产业强
市，热浪涌动。伴着持续涌动的
热 流 ，我 们 正 以“ 赶 ”的 劲 头 、

“燃”的状态，奋力推进产业经济
总量强实力、质量提能级、分量争
位次，构建更具张力和爆发力的
现代产业体系。以“大产业”理
念，坚持一二三次产业互融并进，
向着产业链价值链高端攀升，全
面提升产业层次，增强综合竞争
实力。

专注做精先进制造业，是推
进产业强市的最强动能。重中之
重是以链式思维专注做强四大主

导产业。要聚焦电子信息、高端
装备、新材料、大健康四大主导产
业，依托 3500 多家工业企业特别
是近 100 家 5G 智造和智能整机
龙头，加速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
打造更多瞪羚企业、准独角兽企
业，催生一批行业小巨人，推动产
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持
续攀升，夯实区域比拼的实力支
撑。要紧扣主导产业强链三年行
动计划，“一链一策一专班”，定期
赛项目、比质态、亮成果，努力使
每个主导产业拥有标志性的“链
主”企业、自主性的核心技术、引
领性的科创平台。

快速发展新兴服务业，是推

进产业强市的突破重点。要围绕
建设全省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集聚示范区，推动产业服务化升
级、都市经济能级提升。要着力
做优服务型制造，引导企业向“制
造+服务”“工业设计+科技”拓展
提升，实现从生产制造商向系统
服务商转变，大力培育科技研发、
数字设计、现代物流、总部经济等
生产性服务业。要顺应消费升级
需求，高品位打造结发街、七里
漾、逅海、雅居路等核心商圈，丰
富拓展文化创意、休闲康养、商务
会展等新兴业态，加速集聚一线
品牌，积极培育休闲康养、文化创
意、商务会展等新业态，创造有效

供给，提升消费层次，增添转型动
能。

持续发力现代农业，是推进
产业强市的重要潜能。一方面，
要坚决扛起粮食安全担当，新建
高标准“吨粮田”9.5 万亩，确保粮
食播种面积稳定在 220 万亩、总
产量稳超 100 万吨。另一方面，
要积极放大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带动效应，加速向两端前延后伸，
大力发展工厂化、产业化种苗培
育，重点突破精深加工、冷链物
流，积极拓展农旅融合、订单农业
等新业态新模式。特别是要充分
发挥市镇两级农投公司龙头作
用，（下转第二版）

铸牢产业强市“定海神针” 本报讯 据新华社消息，为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
健康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大
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抗疫精
神，激励广大医疗卫生工作者为守
护人民健康不懈奋斗，在第五个

“中国医师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宣
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向全社会公开
发布 2022 年“最美医生”先进事
迹。

丁仁彧、马文义、许润三、孙
宁、张静、周行涛、胡敏华、高琪、管
向东、潘凤等 10 名个人和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国家流调专家队光荣
入选。他们有的悬壶济世，为中医
药事业奉献一生；有的数次出征，

奋战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一线；有
的潜心钻研，为消除疟疾作出重要
贡献；有的躬身前行，呵护儿童青
少年视力健康；有的润物无声，坚
守数十年为患者点燃心灯；有的扎
根边疆、守护高原村寨群众健康；
还有的激扬青春，在追梦奋斗中展
现青年医者担当……他们坚持人
民至上、生命至上，积极投身健康
中国建设，矢志不渝维护人民健
康，生动展现了党领导卫生健康事
业的奋斗历程和光辉成就，深刻诠
释了“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
献、大爱无疆”的崇高精神。

本报将持续跟进转载“最美医
生”先进事迹。

中宣部卫健委联合发布
“最美医生”先进事迹

本报讯（记者 朱祥明）8 月 17
日上午，市委统战部召开专题会
议，传达学习市委十五届三次全会
精神。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孙燕
春出席会议。

会议强调，全市统战工作务必
增强“勇当发展领头雁”的争先意
识，始终坚持“争一流、创唯一”的
目标定位，奋力打造一批省市有影
响的特色经验和工作品牌。要持

续强化统战委员工作职责，健全落
实镇村两级任务清单，不断创新基
层宗教事务治理模式，推动统一战
线各领域工作任务落细落实。会
议指出，要迅速开展全年工作回头
看，抓紧剩下的4个月有效工作时
间，咬定目标不放松、倒排时序抓
推进、以上率下强沟通，确保高标
准、高质量、快速度完成全年工作
目标任务。

市委统战部传达
学习市委全会精神

本报讯（邹鹏安 朱桂富）8 月
15 日至 8 月 17 日，东台镇招商团
队赴深圳参加国际线缆工业展，现
场举办2022江苏·东台(深圳)线缆
产业投资说明会，市委常委、宣传
部部长王晓峰参加招商活动。

近年来，东台镇聚集线缆产
业，走出了一条展会招商、以商引
商的新路子。该镇瞄准数据传输
线缆、特种线缆以及线缆设备制造
产业，大力度推进招大引强产业招
商。目前东台镇线缆产业特色园

区已初具规模，建成投产的线缆设
备制造企业有8家。在高端信号线
缆和特种线缆制造方面，投资2亿
元的台湾联颖 10 月份即将投产，
投资 10亿元的东沪电缆和投资 2
亿元的奥亿普线缆制造企业已开
工建设。

此次活动中，我市获得多条产
业招商信息，已与台湾万泰、惠州
德胜等五家知名线缆制造企业达
成投资意向，近期将来东台考察洽
谈。

东台镇线缆产业招商
投资说明会在深圳举行

扫一扫，关注东台日报、今东台微信公众号和今东台 APP

8月17日下午，以“喜迎二十大 奋进新征程”为主题的市党史知识竞赛暨“学习达人”挑战赛总决赛在融媒体中心举行。记者 张珺斌 实习生 刘雪阳 摄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盐
城市和我市有关促进高校毕业生
就业工作部署，深入推进“黄海明
珠”人才计划东台政策落地生根，
大力招引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急需
人才，2022 年 8 月 20 日上午 8：30 至
11：30 在东台市高新区创业大厦人

力资源市场举办“2022 年东台市夏
季人才招聘会”，热忱欢迎应往届
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各类求职者
参加应聘。

东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2年8月9日

招 聘 公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