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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陈慧
贾兆亮） 3日，县委常委、县纪委
书记、县监委代主任朱正俊带领
县水务局、农业农村局、生态环境
局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巡查河道整
治和秸秆“三禁”工作。

朱正俊一行先后前往新店
镇、岔河镇、河口镇、栟茶镇，实地
查看了九洋河及岔栟河河道水
质、水质监测站运行状况、黑臭水
体整治成效、污水处理设施使用
情况等，现场听取了相关镇区和
部门关于河道养护、清污清淤等
工作进展情况的汇报。

朱正俊充分肯定了巡河相关
镇区的治水工作成果，他要求各
地、各部门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高度重视
河道水环境整治和水质达标工

作，落实责任，坚持长效管护，严
格控制污染源排放。要加强河道
日常管护，持续加大巡河力度和
河流周边环境卫生整治力度，研
究制定持续提升水环境的长效机
制，确保河畅水清。

此外，朱正俊一行还去到
岔河镇新坝村查看了秸秆“三
禁”工作开展情况。据相关部
门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县鼓励
推广犁耕深翻秸秆机械化还田
工作，逐步加大离田综合利用
力度，切实提高秸秆禁烧禁抛
工作的实效性。朱正俊指出，
要落实好安全责任和应急防
控，合力推进秸秆禁烧禁抛禁
乱堆与综合利用工作，提升耕
地质量，改善农业农村环境，实
现农业高质量发展。

县领导巡查河道整治和
秸秆“三禁”工作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陆昊 王
洪）我县地处沿海地区，台风等自然
灾害易对我县电力供应产生较大影
响。3日上午，县政府在国网如东县供
电公司举行大面积停电事件应急演练
活动，推动完善应急联动机制，提高应
急处置水平。

演练情景模拟如东地区受台风影
响，全县大部出现大风和强降雨天气，
局地发生强对流天气，造成线路杆塔
倒伏、断线，电网受损严重。全县电网
减供负荷达到 32%以上，县政府根据
《如东县大面积停电事件应急预案》启
动全县大面积停电Ⅲ级响应，启动大

面积停电事件应急指挥部，开展各项
紧急处置。

演练构建了医疗救援、市政救援、
危化品企业停电处置、阳光岛停电处
置、通讯基站应急处置等多个具有典
型代表性的社会面情景。按照事件发
生的时间序列，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

位通过桌面推演，实施应急救援，组织
故障抢修，恢复电网供电，防范次生灾
害发生。

此次演练检验了《如东县大面积
停电事件应急预案》的有效性，检验
了相关部门和重点企业的指挥、协
调、配合能力，进一步推动相关单位
查找应急预案薄弱环节和存在问题，
提升应对大面积停电事件的应急处
置能力，维护社会安全稳定和人民生
命财产安全。

我县举行大面积停电事件应急演练活动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姜红

朱宇晔） 2日下午，县城管局召
开物业管理与服务品质提升动
员大会，进一步贯彻落实县领导
关于加强物业管理工作的要求，
研究探讨物业管理服务中的热
点、难点问题，交流经验，树立行
业新标杆，共同推动我县物业服
务行业转型发展、快速发展。

近年来，虽然我县在推进物
业服务管理方面取得了不少成
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对物业
管理工作重视不够、服务水平参
差不齐、业主委员会的作用发挥
不够等问题逐渐显露出来，制约
着物业管理行业的发展。当前，
居民对住房的需求正由单纯的
生存型需求向舒适型需求转变，
提升物业管理服务水平，强化物
业服务监督管理，对提升城市形
象、美化人居环境、增强城市综
合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我县备案的物业服务企业
共 66家；有住宅物业项目的企业
共 53家；住宅小区物业项目总数
114个，其中城中街道 38个、掘港
街道 14个，经济开发区 23个，镇
区 39个。同时，我县先后引进了
碧桂园、绿城、惠天然、阳光城等
一大批全国优秀的物业服务企
业。全县物业管理覆盖面不断

扩大，物业服务已涵盖住宅小
区、机关办公楼、商场、学校、医
院、公园、写字楼、工业园等不同
领域。县物业行业协会会长虞
爱明告诉记者，随着人工的工资
以及物价水平的上涨，基本上接
近三分之一的物业公司已在亏
损的边缘，之后将制定新的标
准，提升如东物业的整体质量。

会前，150 名物业负责人观
摩学习了锦绣福邸、丽景湾、鑫
华园、鑫辰花苑四个居民住宅小
区在加强物业管理、创办满意物
业等方面的经验做法。后续将
建立党建引领下的社区居民委
员会、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
业协调运行机制，充分调动居民
参与积极性，形成社区治理合
力。构建社区书记管网格，由网
格员、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
业形成的 1N3 的物业管理模
式。网格员把在巡查中发现的
问题及时交办给物业，及时解决
问题，并做好跟踪记录。同时依
托城市智慧管理平台，建立群众
反映问题的受理处置机制，及时
查处物业服务区域内违章搭建、
毁绿种植、任意弃置垃圾、违反
规定饲养动物、电动自行车违规
停放充电、占用堵塞公共和消防
通道等违法违规行为。

漫步如东海堤，海面上竖起的成
排“大风车”不时映入眼帘，场面蔚为
壮观。经过近 15年的规划建设，我县
风电场已颇具规模，今年以来，已实现
上网电量超 42亿千瓦时，同比去年增
长超65%，预计到年底，有望突破60亿
千瓦时，超过全社会用电总量的80%，
再创历史新高。

在国家提出 2030年碳达峰、2060
年碳中和目标的大背景下，绿色能源
产业迎来前所未有的“风口期”。我县
既是全国海上风电第一县，又有可建
3000万吨级LNG接收基地的能源岛，
能源资源及产业具有明显的比较优
势。放眼“十四五”，如东在“双碳”实
践中有了“先手”棋，后手还在加快布
局氢能赛道，多元化的产业发展格局，
让如东的绿色底色更加鲜明，一个动
能强劲的“全国绿色能源示范城”正从
蓝图迈向现实。

在我县沿海，国家电投、三峡、中
广核等 11个海上风电项目正在紧锣
密鼓地建设中，待“十三五”期间规划
的所有风电场全部建成投产后，我县
每年可为江苏电网输送清洁电力超
135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可节约标煤
47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1600万吨、二
氧化硫9万吨。

“双碳”目标下，以风电、光伏为

代表的新能源以及以 LNG为主的低
碳能源均进入加速提升期。为保证

“十四五”及未来如东风电产业链的
可持续发展，我县于去年启动了“十
四五”海上风电布局研究和规划编制
工作，目前初稿已被纳入全省“十四
五”规划范畴，根据最新规划，我县

“十四五”海上风电总装机容量达到
480万千瓦，其中，领海线内 132万千
瓦，领海线外 350 万千瓦。与此同
时，我县还积极部署“十四五”光伏规
划的编制工作，拟充分挖掘沿海地区
水面和闲置滩涂资源开发光伏发电，
经初步测算，全县光伏规划容量超过
500万千瓦。

LNG产业方面，根据国家三部委
全国LNG接收站码头布局规划意见，
我县洋口港作为全国 LNG布点重要
港址，将布局 4个泊位，规划接卸规模
超过 2000万吨。截至目前，这一布局
目标已全面达成，阳光岛“能源岛”上
现已集聚中石油江苏LNG、江苏省液
化天然气储运调峰站、协鑫汇东如东
LNG、如东洋口港LNG等 4个重大能
源项目。

重大能源项目的快速落地实施，
是我县聚焦能源安全和高质量发展，
践行碳达峰碳中和“3060”目标，争当
能源绿色转型典范的一个缩影。为进

一步优化天然气产业布局，眼下，总投
资超 200亿元的江苏省沿海输气管道
项目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中，项目投
运后，年输气量可达 160亿标方。该
项目分为南线、北线两个部分，均途经
如东境内，包括“如东-常熟-太仓段”

“如东-盐城-滨海段”，其中，如东段
是能源岛“蓝金”外输的重要通道，建
成通气后，将有效缓解苏中苏北地区
天然气供需矛盾，强化管道储运基础
设施。

蔚成“风气”的同时，我县还在聚
力构建绿色低碳、节能高效、多元互补
的清洁能源体系。日前，县政府、国家
能源集团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国
家能源集团北京低碳清洁能源研究
院、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
氢能产业项目四方战略合作协议，共
同打造绿氢产业链。

据悉，该氢能产业项目总投资 30
亿元，其中制氢投资 20亿元、加氢站

投资5亿元、生产线投资5亿元。根据
协议，各方将联合在我县建设可再生
氢能供应链基地、氢能关键装备基地，
设立清洁能源产业发展基金，重点开
发建设滩涂光伏、海上风电项目，配套
建设制氢、加氢站；以加氢机、控制系
统与液氢为切入点，率先打造国内规
模最大的加氢机、控制系统与液氢装
备为主的氢能装备制造基地，并通过
关键装备研发与制造，促进技术转化
与商业化应用推广，共同构建氢能产
业生态。

以“风气”为先，以“氢能”加注。
“十四五”期间，我县将重点在壮大能
源产业规模与提高能源综合利用效率
两方面协同发力，积极探索海上风
电+制氢、储能、海洋能、海洋牧场等
模式，大力发展冷能利用、天然气发
电、装备制造等LNG下游及配套产业
链，全力推动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打造
全国绿色能源示范城。

多能源多能源体系体系““枝繁叶茂枝繁叶茂””

如东致力打造如东致力打造全全国绿色能源示范城国绿色能源示范城
□□ 全媒体记者全媒体记者 徐书影徐书影 冯益军冯益军

县第十五次党代会擘画了未来五
年如东的精彩蓝图。聚焦新赛程、聚
力新跨越，县委把“第一课”放在了作
风效能领域，可谓振聋发聩、切中肯
綮。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
长沈卫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见贤
有我”“担当有我”“攻坚有我”“建功有
我”等系列活动，都强调第一人称

“我”，因此，他表示，全县市场监管系
统所有人员将在高质量发展征程上拿
出主人翁精神，用“争”的心态、“快”的
姿态、“拼”的状态，为跑赢新赛程、勇
当排头兵，谱写沿海高质量发展如东

篇章奠定坚实基础。
思想领航方向。全县“双聚双高”

动员大会后，全县市场监管系统就召
开了动员大会、拿出了实施方案，并用
创建品质服务型、创新出彩型、务实担
当型、旗帜领航型“四型市监”去呼应

“见贤有我”“担当有我”“攻坚有我”
“建功有我”四大活动。特别是，组织
开展了“比学赶超 争先进位 我为如
东奉献什么”学习实践活动，激励大家
跳出“小我”、融入“大局”，争先进位、
争作贡献；提炼“一线工作法”，组织

“访企问需送服务、精准施策促发展”

活动，在发展一线书写务实担当。
作风积蓄动能。开展好“双聚双

高”专项行动，就是要把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县委、县政府的决策部署上来，统
一到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上来。县
市监局战疫情有高度，务实守好集贸
市场、餐饮单位、零售药店、冷链食品、
进口货物、价格监管等多条战线，“特
殊管理药品监管系统”充分发挥战疫

“哨口”作用，获全市推广；守安全有深
度，高标准切入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
年大灶”，着重抓好食品、药品、特种设
备和产商品质量“四大安全”，安全态
势稳定向好；优营商有温度，融合共创

“国家知识产权强县工程示范县”、“江
苏省知识产权强省建设示范县”，建成
全省首家工业计量教育培训基地，牵
头完成首届县长质量奖评选；同创建
有力度，推出市监周六创文“不打烊”
活动，用实干深化“全国文明城市”常
态长效管理。

奋斗接续未来。沈卫华说，尽管
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县市
场监管系统书写了战疫情、促发展、护
民生的精彩篇章，但是他们也清醒认
识到，不少工作距离“最高标准”“最佳
效果”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全力以
赴奋战四季度、打赢“十四五”开局年，
是当前市场监管工作的重中之重。沈
卫华表示，他们将进一步做好疫情防
控、文明创建、双招双引、项目建设、房
屋征收等工作，为服务中心献上市监

“最强担当”；将进一步抢抓机遇、攻坚
克难，在省对市、市对县高质量发展考
核中拼进位、争先进，为重点考核添彩
市监“最佳作为”；将进一步推进质量
强县，落实“两反两保”，抓牢“四大安
全”，打造“四大创新项目”，用深耕主
责主业为全县“十四五”开门红提供市
监“最优支撑”，向县委、县政府和全县
人民交上一份厚重丰硕的“市监答
卷”。 （全媒体记者 曹建明 吴文军）

全面优化营商环境 守好食药安全防线
——访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沈卫华

建设向海战略建设向海战略

先导区先导区

““双双聚聚双双高高””作风效能提升作风效能提升

“ 一 把 手 ”访 谈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姜红
吴文军）近日，县商务局召开“外
防输入”境外企业疫情防控专题
部署会，通报交流有关工作情况，
进一步筑牢涉外防控网络，保障
境外企业人员健康安全。

今年以来，境外疫情持续扩
散蔓延。县商务局领导深入了解
12家对外投资合作企业境外中方
人员人数、疫苗接种情况、境外项
目信息以及内部疫情防控措施
等，同时，指导境外企业做好项目

现场疫情防控和人员健康防护。
会议指出，县商务局将加强

与重点企业联系，及时掌握境外
项目疫情防控工作动态，帮助解
决实际问题。督促指导对外投资
合作企业和对外援助项目实施企
业制定日常防控预案，健全防控
应急响应机制和处置预案，重点
做好在外人员聚集性感染疫情及
项目所在地疫情失控引发社会动
荡等极端情况下的应对预案和工
作方案。

县商务局部署“外防输入”
境外企业疫情防控工作

县城管局部署物业管理
与服务品质提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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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参加换届选举积极参加换届选举，，依依
法行使民主权利法行使民主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