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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初心使命 争取更大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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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高玉
霞）近日，市市域治理现代化指挥
中心调研组来我县调研三级指挥
中心实用功能全面提升工作。

会上，县县域治理现代化指挥
中心相关负责人就市调研提纲中
提出的 12个问题，围绕“数据共
享、预警预判、联动指挥、行政问
效”四大核心功能一一作了汇报。
目前，我县县域治理现代化指挥中
心已建立数据共享交换平台，搭建
了县级数据备份中心，打通数据壁
垒，实现了市、县两级数据共享共
用，并且通过县雪亮工程平台归集
视频两万多路，实现视频共享和查
看；整合基层治理部门资源，建设
统一的联动指挥平台，不断完善指
挥调度体制机制，及时掌握群众关
注的热点、痛点，提升服务质效；通

过加强现场核查力度，进一步提升
预警指令办理质量，建立疑难复杂
事项联动协调工作机制，切实解决
群众和企业“急、难、愁”问题，建
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接下
来，我县将进一步强化资源整合，
深化数据赋能，不断创新应用，努
力打造优质的“政府客服中心”、强
实的“数据资源中心”、可靠的“电
子政务中心”、高效的“数智协同平
台”、实战的“指挥调度平台”。

调研组一行充分肯定了我县
县域指挥中心的工作，并就如何
发挥指挥中心实战、实用、实效的
功能提出具体要求，要树立实用
导向，夯实实用基础，做好信息收
集、实时反馈，推动创新性实战应
用，并从考核与联动的角度，落实
好实战的保障。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朱文
婷 杨丹） 近日，县城友谊路小
学项目顺利通过竣工验收并交
付学校，将更好地满足片区孩子
就近入学需求。

友谊路小学项目是我县2021
年民生重点工程，位于友谊西路和
朝阳路交口，总投资2.5亿元，建设
规模 6轨 36个班级，总占地约 58
亩，建筑面积37000多平方米。该
学校设计活泼、色彩亮丽，建有教
学楼、综合楼、大报告厅、图书馆
等。一个普通教室有 80个平方，
教室里配有护目灯、纳米智慧黑
板，一个小朋友一个橱柜。专用教
室包括音乐、美术、劳技、创客、科
学、电脑、书法教室等，设施设备一

次性建设到位。此外，在操场东
边、篮球场北边还开辟有两块专门
的种植区，供孩子们劳动、学习。

项目负责人黄卫华介绍，为保
障项目按时、高标准完工，工程队
采取分区域、分标段施工，见缝插
针，各个专业团队协同配合，同时
监管部门坚持严格把控，紧抓细节
管理，全力保障工程质量安全。

据了解，2019年，友谊路小学
开始招生，到今年秋季，预计有
780名学生，教职工 50多名。去
年，已经借助宾山初中校址独立
办学，一年来，学校先后承办市、
县级教研活动 20次，获得了如东
县“书香校园”“第 27届黄海潮优
秀组织奖”等11项荣誉。

城中街道党工委书记于海东日前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他们将以县十五次党代会聚力攻
坚、转型发展精神为引领，坚定扛起全县争先进
位、跨越发展的首位担当，全面开启建设高效城
中、繁荣城中、美丽城中、宜居城中、精致城中的
征程。

高标准打好城市经营阵地战，筑牢经济发展
底线根基。加快推进东环路东侧、龙腾路北侧、
长江路南侧项目房屋征收以及东环路南延、原肠
衣厂周边地块、掘港中学周边地块、原油米厂地
块等批次的房屋征收前期工作，助推掘苴河东片
区开发进程，为老城区改造提供支撑，努力创造
更加优良、更加宜居的发展环境。

咬定目标，掀起招商引资热潮。依托主城区
区位优势，进一步拓展以商引商、委托招商等多种
招商方式，精准对接上海、苏南、浙江等重点区
域，通过周推进、旬交流、月通报制度，进一步推
动招商引资工作的有效开展，力争实现街道重大
项目的引进和突破。同时，落实好街道班子成员
与企业挂钩联系制度，加强信息沟通协调，并以

“联谊、联合、创新、创业”为宗旨，谋划组建“如东
城中”企业家协会，搭建联络感情、对话交流、共
谋发展新平台。

全盘谋划，构建特色产业体系。接下来，城中
街道将努力实现“以产促城、以城兴产、产城融合”
的发展新格局，进一步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步伐 ，
充分利用街道地处县城核心区、三产服务业较发达
优势，通过招引项目，带动第三产业做大、做强、做
优，确保服务业保持 10%以上的增速。同时，以总
部经济、社区经济、村域经济促进工业经济发展，坚
持产业多元，大力培育农产品种植业、养殖业、绿色
产业等基地建设，重点打造六总村优质食味稻米项
目、丁杨村火龙果种养基地项目、潮墩村精品梨示
范基地等项目，形成“一街多特、一村一品”的新发
展格局。

此外，城中街道还将高品位打好城市治理持久
战，围绕创建更高水平的文明城市目标，大力推行

“大数据+网格化+铁脚板”模式，用绣花精神管理
城市，同时狠抓文化阵地建设和社区综合治理，营
造美丽城中安居乐业秩序环境。

（全媒体记者 曹磊 陆和煦）

13 日，记者在现场看到，
珠江路转盘改造正按照工期
计划有序推进，机动车道已初
步通车，珠江路与泰山路的交
叉口设置了临时交通信号灯，
交通拥堵状况有所改善，预计
在8月底前全面完成改造。下
一步，珠江路与泰山路即将实
施非机动车道改造，改造后分
别增加一个右转弯专用道。

全媒体记者 姚陈 张凯 摄

为严防境外疫情海上输入，
依据省市有关疫情防控规定，现
通告如下：

一、在册渔船必须安装北斗
船载终端、AIS等定位设备方可出
海，在海期间，严禁关闭、拆卸、破
坏、屏蔽北斗船载终端、AIS等定
位设备，严禁接触境外人、船、
物。严禁从事海上非法捕捞、渔
获交易。

二、渔船船员出海前要完
成新冠病毒疫苗全程接种，登
船前做好体温等健康状况监
测，并查验健康码和行程卡。
在 B 类、C 类渔区作业人员出

海前要持有 48 小时内核酸检
测阴性报告。

三、B类、C类渔区作业渔船
回港后，所有船员应立即向所在
社区（村）、入住旅店报告，并配
合做好居家健康监测。抵港第 1
天、第 3 天分别开展 1 次核酸检
测，在陆上停留时间超过 7天的，
第 7天和第 14天各开展 1次核酸
检测。

四、A类渔区作业渔船上需频
繁进出港的船员，在陆上生活期
间，非必要不外出，不参加聚餐、
聚会，不去人群聚集的公共场所，
配合社区（村）做好每 7天 1次核

酸检测。
五、所有在海上作业期间，接

触过境外和国内中高风险地区
人、船、物的船员返港前，应及时
主动向停泊港管理部门报告，上
岸后参照境外和国内中高风险地
区人员管控要求，严格落实“14+
7+7”健康管理措施。未如实报
告相关信息的，将取消获得各类
财政补助资格并依法吊销捕捞许
可证。

六、渔船严格执行“进出港
报告”制度，渔船服务组织加强
渔船管理。除小洋口、刘埠港渔
港外，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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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东县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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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赢新赛程跑赢新赛程 勇勇当排头兵当排头兵
贯彻县十五次党代会贯彻县十五次党代会精神系列访谈精神系列访谈

开展开展““清水绿岸清水绿岸””提质行动提质行动，，实现实现““天蓝地绿水清天蓝地绿水清””目标目标。。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韩亚峰
王石峰 张凯）昨天上午，县委书记
陈慧宇专题调研指导全县组织工
作，强调要切实增强争先领先意识，
抬高定位抓落实、促提升，强化担当
创一流、树形象，为跑赢新赛程、勇
当排头兵，奋力谱写沿海高质量发
展如东篇章作出更大探索、展现更
大作为、提供坚强保证。

陈慧宇指出，近年来，全县组织
系统深入践行新思想，主动融入新
格局，工作推进思路清、措施实，亮
点多、成效好，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中彰显了奋发有为的进取意识、勇
于担当的责任意识。他强调，组织

工作事关地方发展的战斗力、凝聚
力。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县组
织系统要提高定位，狠抓落实，全力
推动各项工作实现新提升、新突
破。一要落实《条例》要求，推动政
治建设争先领先。坚持把政治建设
作为头等大事、第一要务，把旗帜鲜
明讲政治的要求贯穿于组织工作各
方面全过程，教育引导各级党员干
部增强政治意识、提升政治能力、强
化政治担当。二要健全战斗堡垒，
推动组织建设争先领先。坚持纵向
横向一起抓，促进各层级、各领域党
组织一体建设、齐头并进，高标准、
高水平培育典型、树立样板，把基层

组织建设得更强更优，更具战斗力、
凝聚力。三要打造狼性队伍，推动
干部工作争先领先。坚持事业为上
选干部、抓培养，树好用人导向、优
化成长机制、完善评判标准，着力建
设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的
干部队伍。四要汇聚发展动能，推动
人才工作争先领先。紧紧围绕“以人
才支撑强化发展支撑，以人才优势赢
得发展优势”的目标定位，进一步完
善人才政策、健全体制机制、营造良
好环境，全力以赴打造人才高地。五
要提升能力建设，推动干部培训工作
争先领先。立足发展所需，注重实用
适用，坚持内外结合，强化阵地建设，
多途径、多方式增强干部培训工作的
针对性、实效性。六要提升效能保
障，推动作风建设争先领先。充分发
挥自身职能作用，坚持问题导向抓落
实、促整改，不断提升党员干部干事
创业的精气神。七要狠抓短板弱项，
推动难点突破争先领先。着眼长远
发展，坚持多措并举，着力在招引紧

缺优秀人才、关心关爱干部队伍、激
发基层干事创业热情上下功夫、求突
破。八要突出创新驱动，推动编制工
作争先领先。积极作为、科学用编，
更好服务于改革发展工作。九要服
务中心大局，推动机关党建争先领
先。强化目标考核，打造特色亮点，
不断提高机关党员服务发展、服务基
层、服务群众的能力水平。十要强化
机关作风，推动自身建设争先领先。
发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严格
自身要求，切实强化管理，以身作则
优作风、树形象。

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统战部
部长杨忠在汇报全县组织工作时表
示，全县组织系统将围绕贯彻落实
县第十五次党代会精神，主动知责
而为，勇做领跑先锋，着力在加强政
治建设、建强组织体系、锻造过硬队
伍、集聚优秀人才、推进作风效能建
设等方面实现新提升，全力以赴为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组织
保障。

陈慧宇调研指导全县组织工作时强调

切实增强争先领先意识
全面提升组织保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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