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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姜红 朱
宇晔）“双聚双高”作风效能提升专项
行动以来，县水务局作为县政府水行
政主管部门，坚决贯彻县委县政府的
决策部署，自觉扛起治水管水责任，以
更高标准、更强举措、更实作风抓好水
利各项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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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扛起水利担当，贡献水利力量。

以更高的标准抓班子带队伍，凝
聚治水管水合力。坚持把专项行动
与党史学习教育、“两在两同”深度融
合，发挥班子“头雁”作用，坚持以上
率下、示范引领，引导全系统党员干
部始终保持“奔跑状态”和“拼抢激
情”，做到领导干部带头冲在一线、党
员干部干在一线，坚持在一线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着力提升“能担当”的

能力水平，增强“想干事”的行动自
觉，形成“重实干”的鲜明导向。

以更强的举措抓建设补短板，提
升治水管水效能。深入开展“攻坚有
我”实践活动，把改善河道水环境作
为主方向，凝聚部门和镇区合力，大
力推进区域治水、中小河流治理、河
道综合整治，着力解决影响发展的

“水安全、水生态、水环境、水资源”等
突出问题，构建“水质达标、水系畅
通、水岸整洁、水景优美”的治水管水
新格局，努力以作风建设实际成效推
动实现转作风和促发展的双赢，不断
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以更实的作风抓整治强监管，彰
显治水管水担当。大力倡树担当作为
的干事导向，切实强化水域岸线、水资
源等监督管理，持续深化巩固河湖“清
四乱”成果，严格落实水资源管理制
度，及时查处水事违法行为，用心守护
好水生态、水资源。同时，建立作风效
能长效机制，持续激扬“狼性”精神，大
力弘扬“牛劲”品格，发挥制度刚性约
束作用，为干部职工立规矩、定标准、
划红线，持续巩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
态，在系统上下形成撸起袖子加油干、
心无旁骛抓落实的良好局面，以优良
作风书写治水管水新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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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优良作风书写治水管水新答卷
——访县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汤杰

近日，小洋口海之城引水闸工程4.3米高程下部水工结构施工基本完成。为了确保明年4月份汛期来临之前将栟茶运河与海之城6.5公里的匡河相通相联，
项目部立即投入到闸身4.3米至9.15米高程钢筋砼施工、下游一二级翼墙的施工中。总投资2600万元的海之城引水闸设计径宽6米，设计流量每秒4立方米，闸
深南北向70米，东西14米，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对整个海之城起到补水和排涝的作用。目前，引水闸上游、下游的进出水口、护坡、护岸基本结束，接下来将实施
4.3米以上土建部分的施工，有望在今年年底实现引水闸工程的顺利封顶，完成工期约在2022年2月底。

全媒体记者 张平 摄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冯益军
通讯员 刘晶）近日，洋口港经济开
发区举行招商引资“秋季攻坚”重大
项目集中签约仪式，10个重大产业投
资项目和1个产业投资基金项目集中
签约，总投资95亿元。这是洋口港冲
刺一百天·领跑新赛程结出的硕果。

11个项目分别是天洋太阳能封
装胶膜项目、东胜化学高端环保树
脂项目、上海同杰良 PLA纤维一体
化项目、“铂尔曼”酒店和商业综合
体项目、南通中外运物流项目等，主
要涉及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这
也是继9月23日，总投资约100亿元
的如东洋口港 LNG接收站项目签
约落户后，洋口港短时间内在招商
工作上取得的一次令人刮目相看的
可喜佳绩。至此，该区自开展招商
引资“秋季攻坚”活动以来，已洽谈
签约项目13个，总投资约198亿元。

该区为迅速落实县委提出的“双

聚双高”作风效能提升专项行动，9月
迅速召开了招商引资“秋季攻坚”动员
会，提出“招商思路要再转型、招商任
务要再明确、招商信息要再拓展、招商
质量要再把关、招引作风效率再提升”
的招商工作及冲刺一百天·领跑新赛
程新要求。全区上下迅速落实行动，
抢抓金秋黄金招商季，以“争”的心态、

“快”的姿态、“拼”的状态在全区迅速
掀起大招商、招大商热潮。

签约仪式上，县委副书记、代县
长陈雷指出，洋口港新签约的项目
类型多、档次高、经济拉动性强，为
推动洋口港乃至如东产业转型升
级，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基础。
他希望洋口港和各部门要认真服务
好已签约项目，不遗余力为项目落
地生根、开花结果提供优质的资源、
政策、后勤保障服务。

县委副书记、洋口港经济开发
区党工委书记张兴国主持活动。

总投资 95 亿

洋口港经济开发区11个项目集中签约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季雯雯
王洪） 11月30日下午，县选举委员
会召开第三次会议，研究审核县第
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正式代表候选
人名单。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县选
举委员会主任陈昌龙主持会议。

11月 20日以来，我县各选区广
泛动员发动，提出了新一届县镇两
级人大代表的初步人选，经过反复
酝酿协商确定了正式代表候选人。
会议听取了代表人选及考察审查情
况的报告，并对代表人选进行审议。

就下一阶段换届选举工作，陈
昌龙要求县选举委员会及其办公室
细致做好代表人选信息核对，及时
依照法定程序公布正式代表候选人
名单，督促指导镇区街道做好选民
榜补正，组织开展正式代表候选人
与选民见面活动。同时，要切实做
好换届选举纪律督查，严密换届选
举疫情防控，确保换届选举各项工
作顺利进行。

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县选举
委员会副主任徐鸿斌出席会议。

县选举委员会召开第三次会议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洪绍敏
徐悦箫 王婷颢） 11月 30日下午，
县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并组织
理论中心组集中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届六中全会精神。

会上，县委党校原常务副校长吴
金明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
届六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全会审
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
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作了
解读，分享了自己学习党的百年历
程、百年成就、百年经验的心得体会。

县政协主席蒋树建表示，学习、
宣传、贯彻好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
精神是政协系统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的重大政治任务，政协机关要结

合党史学习教育，坚持用党的创新
理论武装头脑，统一思想、切实行动，
把全会精神不折不扣落实到政协全
部履职工作之中；要紧扣中心大局，
坚持人民至上，扎实推进“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紧扣增进民生福
祉察实情、出实招、办实事；要扎实做
好当前工作，精心筹备县政协十六
届一次会议，以扎实的学习成效和
优异的履职成绩助推全县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

会议还为县政协机关8至12月
份入党的党员同志赠送了政治生日
礼物和贺卡。

县政协副主席桑健、桑圣权、陆
茵、江新泉参加了会议。

县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
集中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学习贯彻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茅晨华
王莹 实习生 龚明浴）一座崇德向
善的城市，离不开经济发展的基石，
更离不开爱心和善举的根植。长期
以来，我县把“凡人善举”作为“崇德
向善”的价值引导，道德模范、身边
好人层出不穷，树起了一座座精神
的丰碑，播下一颗颗文明的种子。

2008年至今，如东共有 1人获
评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3人获评省
道德模范，2人获评省道德模范提名
奖，24批次个人和群体当选“中国好
人”,29人当选“江苏好人”，当选人
数在省市名列前茅。

致敬道德模范，学习身边好
人。12月 3日 19点 30分，江苏省道
德模范与身边好人现场交流活动如
东专场，将在如东县高级中学海韵
馆隆重举行。

活动分为序、“永恒追求”“大爱
无边”“信义无价”等五个篇章、尾

声，通过人物访谈、情境再现、短片
展播、故事讲述等形式，逐一展现如
东好人舍己救人群体，中国好人、全
国最美退役军人群体国家电网江苏
电力（如东供电）共产党员服务队，
中国好人秦健，全国道德模范提名
奖获得者沈亚秋，江苏好人冯克山、
南通首届道德模范、江苏诚信之星
薛驰，江苏文明家庭、全国最美家庭
高山、汤浩澜夫妇，中国好人杨光
源、袁金华以及徐克成、周桂官、陈
荣、程忠等一批县内外如东籍先进
典型的感人事迹。

本次活动还将发布 11月份江
苏好人、新时代江苏好少年，通过广
泛宣传他们的感人事迹，弘扬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全社会营造学
习模范、争当模范的浓厚氛围，推动
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广泛开
展，进一步提升如东市民文明素质
和全社会文明程度。

江苏省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
现场交流活动如东专场将隆重举行

近年来，我县从城市的共建与共
享中淬炼“好人如东”的厚德正气，铸
就崇德向善的“好人文化”。从“如东
好人”到“平民英雄”再到“好人群
体”，以沈亚秋、管惟川、税务“爱心妈
妈”、供电共产党员服务队、老山战友
群体等为代表的扶海儿女们在信仰
的传承中诠释厚德的真意，在笃行中
绽放出生命的光芒。他们树起一座
座精神的丰碑，撒下一颗颗文明的种
子。截至目前，如东共有 1人获评全
国道德模范提名，3人获评省道德模
范，2人获省道德模范提名，24批次
个人和群体当选“中国好人”,29人当
选“江苏好人”。

“小我”诠释“大德”文明花开遍地
11月 5日，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

表彰活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县
城中街道农业农村和社会事业局副局
长沈亚秋，是此届南通唯一的全国道

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20多年来，沈
亚秋像对待自己亲生父母一样，悉心
照顾着公公婆婆、丈夫已故女友的父
母、丈夫的伯父伯母，“一个好人和四
对父母”的故事在如东传为佳话。沈
亚秋家庭在2016年被评为首届全国文
明家庭，沈亚秋本人先后获评江苏省
道德模范、江苏省三八红旗手、江苏省
最美警嫂等称号，并荣登中国好人榜。

沈亚秋以无私奉献的“小我”深
刻诠释“大德”的内涵，是当之无愧的
道德的践行者、精神的引领者。走在
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正是有了沈亚
秋等道德的榜样，才让如东道德的

“文明之花”遍地盛开。

礼遇榜样模范 构建道德高地
“我只是做了一件我认为值得做

的事，没想到县委县政府给了我这么多
的荣誉和关爱。”在今年初举办的“德润
扶海、文明同行”道德讲堂示范活动上，

如东好人陈慧领到了一份读书卡和健
康体检卡，与她同时获得礼遇卡的好
人，还领到了读书卡、年货卡。

德者当受尊，好人应好报。近年
来，如东构建礼遇好人的常态长效机
制，对各级道德模范、身边好人、先进
典型给予政治上关心、政策上关照和
生活上关怀。中国好人、孤寡老人管
惟川患大病住院后，县委宣传部、县文
明办、县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专程看望，
给她送去急需的医疗费用。县红十字
会开通专项捐款账户，为道德模范提
供救助。传统佳节到来时，县四套班
子领导还分头走访慰问各类道德模
范、身边好人，为他们送去祝福，在增
添他们荣誉感的同时，激励他人学好
人、做好人，让好人精神代代相传。

礼遇好人，如东还为好人建馆。
2019年9月20日，如东好人馆正式对
外开放，以图片、文字、视频等形式介
绍了如东 115位“好人”的感人事迹，
成为“崇尚好人、传承文明”的前沿阵
地，“弘扬风尚、展示风采”的学习平台
和“致敬好人、争当典型”的模范窗口。

擦亮“道德名片”凝聚前行力量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近年来，

如东不断播撒文明的种子，从县级机
关到镇（区）、街道、村居举办道德讲

堂上千场，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等媒
体，以及宣传栏等方式，宣扬身边好
人的事迹，让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的
大善义举释放出强大的感召力和凝
聚力。广泛开展“最美如东人”“文明
示范家庭”“新时代好少年”等各类评
比活动，在各行各业深挖典型、凡人
善举，形成“点亮一盏灯、照亮一大
片”的良好效应；组建“百姓宣讲团”

“诚信宣讲团”和美德传播志愿者队
伍，开辟宣传平台，不遗余力宣传推
介好人，让道德模范的故事传扬。带
动全县形成从善向善的良好风气，叠
加起城市文明新高度。

平凡人点亮道德星空，一个个道
德模范、身边好人，正用自己的温情
与坚守践行着一个个善行义举，筑牢
了如东文明的基石，成为建设更高水
平全国文明城市的有力支撑。如今，
在好人的感召下，如东志愿者人数不
断攀升，已有超 22万注册志愿者、上
千支覆盖“理论政策宣讲、文化文艺
服务、助学支教、医疗健身”等 8类常
备队伍和N类各具特色的志愿队伍
活跃在文明实践的舞台上。崇德向
善的徐徐清风，轻抚着扶海大地的每
一个角落。见贤思齐的火热实践，汇
聚起奔涌向前的磅礴伟力，书写着好
人之城的崭新篇章。

爱润扶海大地 德耀文明星空
□ 全媒体记者 姚陈

共建文明如东共建文明如东
同做文明市民同做文明市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