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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周颖石 高
玉霞） 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
快，管道燃气输进千家万户，告别了

“扛气罐”“换气瓶”的时代，管道燃气
已经成为住宅小区的标配设施，深受
居民欢迎。家中小小厨房的燃料升
级，点亮了人们快捷便利的新生活。

走进掘港街道盐垣社区教工楼
小区，只见燃气管道从地下延伸而
出，沿着墙面引入家家户户的厨房
中。下午 3点，如东大众燃气有限公
司的安装维修工来到小区居民王红
军家中，为他家进行管道燃气开户作
业，安装、通气、调试，不到 20分钟，王
红军家中便成功接上了管道燃气。

“终于用上了天然气，使用方便了，不
用再楼上楼下扛煤气罐了，管道燃气
经济、环保，也更加安全！”回忆起原
来使用瓶装液化气时的种种不便和

困扰，王红军不禁感慨道。
相比于瓶装液化气，管道燃气减

少了钢瓶运输、储存、装卸等“麻烦”环
节，加之方便、经济、环保等特点，“安
全气”“实惠气”成为居民首选，管道燃
气接通以来，居民积极开户、报装、点
火。“想开户使用天然气的居民，需带
着房产证、身份证、现金到公司办理开
户手续，公司会在5个工作日之内安排
安装工入户安装到位，24小时都有维
修人员上门维修。”如东大众燃气有限
公司工程管理部助理易瑞祥说。

实现管道燃气“户户通”是提升居
民生活幸福感、满意度的一项惠民工
程。近年来，我县大力推进管道燃气
的铺设，如东大众燃气有限公司作为
特许经营单位之一，负责县城中低压
管网的统一建设以及终端用户的统一
供气。管道铺设是一项与雨污水改造

同步进行的综合性改造工程，县城老
旧小区管道线路错综复杂，矛盾多、难
度大，施工条件有限，自2016年项目实
施以来，多部门通力协作、力排万难，
目前，县城已建成中压燃气管道累计
约 120公里，低压燃气管道累计约 160
公里，管道燃气铺设率达到 70%，陆续
贯通县城新、老小区100多个，3万多户
居民成功开户通气，实现了“伸手有
气”的便利。县住建局市政工程与燃
气管理处副主任陈小可介绍，今年计
划燃气管网改造的小区有 15个，目前

已完成 9个，受益居民大概 2300多户，
年底之前还有 6个小区完成改造，届
时，居民可以自行开户，享受管道燃气
的便捷。

下一步，我县将继续推动管道燃气
铺设进程，严把质量关，继续做好燃气
入户安装宣传工作，及时回应居民关
切。另外，陈小可提醒，居民在用气过
程中，不要离开灶具现场；用气完成后，
及时关闭阀门；用气环境日常保持通
风；安装或改造燃气管道须委托专业机
构，切勿擅自进行，确保用气安全。

目前，管道燃气铺设率达到70%，陆续贯通县城新、老小区100多个，3万多户居民成功开户通气——

县城管道燃气工程建设快马加鞭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韩亚峰 王
石峰 张凯） 15日，县委书记陈慧宇到
如东经济开发区调研经济社会发展重
点工作，强调要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
感，高点定位谋发展，奋发作为求突破，

更高标准、更大力度打造高质量发展核
心区、科技创新先导区、产城融合示范
区，全力争当全县高质量发展排头兵和

“两个转变”排头兵，为谱写沿海高质量
发展如东篇章勇挑重担、争作贡献。

陈慧宇实地调研了强生光电及敦
宏科创园入驻项目的建设情况，并在
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听取了如东经济
开发区重点工作推进情况的汇报。他
指出，今年以来，如东经济开发区齐心
协力抓发展，重点工作成效好，产业培
育活力大，整体发展定位高，经济社会
发展继续保持了良好态势。但同时也
要清醒看到项目成熟度不够高、关键
指标完成不够好、贡献份额不够大等
短板和不足，进一步提高认识，务实举
措，攻坚克难抓推进、求突破。

陈慧宇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如东经济开发区要聚焦贯彻落实
县第十五次党代会精神，找准在全县
发展的位次和前进的方向，紧紧围绕
打造高质量发展核心区、科技创新先
导区、产城融合示范区的目标定位，
强化担当，积极作为，全力争当全县
高质量发展排头兵和“两个转变”排
头兵。要争先进位、争作贡献，紧扣
目标任务奋力拼抢、勇挑重担，紧扣
创建国家级开发园区抬高标杆、创新
探索，切实扛起主阵地、主战场的责
任担当。要优化招商机制，调整招商
方向，坚持瞄准“专精特新”，全力招
引高科技、低能耗、资源占用少的优
质项目。要把握能耗“双控”的有利
机遇，着力在促进转型发展、资源整
合和企业规范运行上下功夫，谋求高
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要多管齐下
补短板，切实解决土地利用效益不
高、科创类项目占比低等不足，推动
集约高效发展走在前。要精准服务
激活力，分门别类对标杆型企业、成
长性企业、科创类企业加强政策扶
持、要素配套，以更优的营商环境促
进企业不断做大做强。要切实增强
底线意识，落细落实安全稳定各项措
施，为主责主业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县委常委、如东经济开发区党工
委书记邵锋在汇报重点工作推进情况
时表示，如东经济开发区将围绕贯彻
落实县第十五次党代会精神，进一步
聚焦项目招引,在培植发展后劲上走在
前列；聚焦产业培育,在打造优势产业
上走在前列；突出创新驱动,在推动转
型升级上走在前列；突出效益导向,在
推动绿色集约发展上走在前列；厚植
营商环境沃土,在培育“软实力”上走在
前列，全力以赴打造高质量发展核心
区、科技创新先导区、产城融合示范
区，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15 日，参加 2021“SHOW
JIANGSU”外媒摄影采风活动
的欧新社、法新社、葡萄牙卢萨
社、日本《读卖新闻》、奥地利
《新闻报》、德国电视二台、拉美
社等国际知名媒体的记者和摄
影师齐聚我县，参观风电主机
生产车间、沿海风力发电机运
行等场景，感受江苏沿海高质
量发展脉动。

在如东经济开发区江苏海
力风电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和重通成飞风电设备江苏有限
公司的生产车间内，媒体记者
们一路走一路拍，用镜头语言
记录下精彩瞬间。细雨蒙蒙抵
挡不住记者们热情的步伐。下
午，记者们登上阳光岛观景台
眺望 LNG接收站的宏伟、在风
电母港参观风力发电机生产制
造、安装出运等场景，感受清洁
能源的魅力。

“我们现在看到的工厂是
做海上风电风机叶轮的，我想
了解中国这边节能方面的新做
法。”奥地利《新闻报》记者 Fa⁃
bian Kretschmer 表示，他第一
次来到如东，惊叹于我县对风
能的有效利用，希望能用自己
的视角去记录如东的绿色发展
之路。

“SHOW JIANGSU”摄影
采风活动是江苏外宣的重要
品牌活动，由江苏省人民政府
新闻办公室和新华社新闻信
息中心共同策划。从 2018 年
开始，活动围绕“流光溢彩 40

年”“光影 70 年”“小康大美”
等主题开展摄影采风。今年
SHOW JIANGSU 活动的主题
是“向海而生高质发展”。14
日，“SHOW JIANGSU”摄影
采风活动在南通启动，如东是
全市唯一的县市区活动站。

近年来，我县利用地理区
位优势大力发展风能产业，取
得显著成效。去年，我县在建
海上风电项目共计 380万千瓦，
总投资规模达到 686亿元，当年
顺利竣工投产两座海上风电
场，累计装机规模 50 万千瓦。
剩下 330万千瓦项目正在加紧
推进中，预计今年底前可完成
全部海上风电机组并网发电。
待规划的所有风电场全部建成
投产后，如东风电年上网电量
将超过 135亿千瓦时，与传统燃
煤火电相比，每年可节约标煤
47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1600万
吨、二氧化硫 9万吨，减少灰渣
排放 182 万吨，节约淡水 3850
万吨，成为江苏千万千瓦级“海
上三峡”名副其实的主阵地。

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蔡东
参加活动并接受现场采访。

向海而生 高质发展
——2021“SHOW JIANGSU”外媒摄影采风活动走进如东侧记

□ 全媒体记者 朱文婷 贾兆亮 陈斌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陈
斌） 昨天，如东经济开发区
在博苑豪庭召开现场会，对
生命通道、消防设施进行安
全检查，开启中秋、国庆节日
期间的安全大排查，确保安
全无事故。

这次安全大排查涉及所有
企业、居民小区、机关、学校，包

括“三合一”场所，紧紧抓住安全
监管工作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和
突出问题，从“人、物资、环境、管
理”等方面全方位系统性开展隐
患排查，对查出的问题现场整
改，同时建立完善的监督管理台
账、日常检查记录台账和隐患整
改治理台账，建立安全管理长效
机制。

如东经济开发区
开展节前安全大排查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姚
陈 姜宁惠）昨天上午，我县举
办“平安如东 攻坚有我”主题实
践活动启动仪式，动员全县政法
条线人员、基层治理力量深入基
层、联系群众、凝聚合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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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供坚强的政法力量。

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
蓉蓉出席活动并讲话，她要求，
要紧扣“双聚双高”，坚持争先
创优，深入开展“平安如东 攻
坚有我”主题实践活动。提高
政治站位，在主题实践活动中
坚守初心。广大基层干部、网
格长、专兼职网格员要自觉增
强服务意识，讲究工作方法，让
群众工作更有温度，让居民百
姓更满意。要强化责任担当，
在解民忧、惠民生、保民安中锤
炼服务群众、服务民生、服务发
展的过硬本领，在推进综治中
心、网格管理、雪亮工程、扫黑

除恶等平安法治建设重点工作
中做表率、当主力，确保全县政
治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
要突出问题导向，在主题实践
活动中彰显成效。认清形势、
立足大局，不断夯实基层基础
工作，切实加大平安法治工作
宣传引导力度，履行政法职责、
不断推动基层治理系统化、社
会化、精细化、法治化、智能化，
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和安全感。张蓉蓉还要
求，要狠抓“基层基础”，坚持提
质增效，全面提升网格化服务
管理工作水平。

启动仪式上，县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及
洋口镇就深入推进“三官一律进
网格”、加强平安法治建设工作
进行表态发言。启动仪式后，还
举办了全县基层网格业务骨干
集中培训活动。

副县长、县公安局局长陆翔
主持启动仪式。

“平安如东 攻坚有我”
主题实践活动启动

县第十五次党代会报告指出，要
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努力打造市
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
县行政审批局党组书记、局长郁宏伟

接受专访时表示，将始终坚持以服务
项目建设和民生需求为导向，以打造
优质营商环境为目标，秉持“创新、高
效、廉洁、领先”的服务理念，持续推进

“放管服”改革，不断提升政务服务能
力和水平。

坚持满怀豪情、燃烧激情，围绕作
风转变抓改革。郁宏伟表示，县行政
审批局将坚持用改革的思维和办法推
进和提升服务效能，坚持站在企业和
群众的角度谋划和推进工作。通过推
动材料再精简、时限再压缩、流程再优
化，进一步提升网上政务服务能力，实
现更多事项的指尖办、自助办、网上
办，让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持续

不断在强化合力上做加法，在规范高
效上做减法，在优化服务上做乘法，在
破解难题上做除法，跑出新速度，赛出
心服务。

坚持高点定位、争先进位，围绕试
点任务抓改革。全面推行企业开办“一
件事”、“拿地即开工”等改革举措，以全
省住所与经营场所改革试点为契机，不
断扩大改革的受益面，持续激发市场主
体活力，使改革更好对接发展所需、基
层所盼、民心所向。 （下转第二版）

陈慧宇调研如东经济开发区重点工作时强调

奋发作为求突破 全力争当排头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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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初心服务大局 担使命砥砺前行
——访县行政审批局党组书记、局长郁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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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慧宇在如东经济开发区实地调研。 全媒体记者 张凯 摄

厂商联动 年底冲量 政府补贴 促进消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