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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经济
聚 焦聚 焦

锦恒君澜酒店改造
项目由锦恒集团和君澜
酒店集团合作建设，总投
资6.5亿元，占地面积72.5
亩，总建筑面积5.8万平方
米。项目新建约 7000 平
方米宴会中心，并对原有
酒店实施装修改造，新建
约 1600 平方米辅楼。目
前，新建部分正在进行地
下室施工，老楼改造部分
正在进行水电装修及隔
墙施工，样板房已基本完
成。项目计划今年 12 月
20日完工，明年元旦后投
入运营。

全媒体记者 张凯
周雨霁 摄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张顾
颖 吴梦凡） 10日下午，汉中市南
郑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郑汉生
带队来我县交流考察。县政协主
席蒋树建陪同考察。

考察团一行先后参观了小洋
口最美海岸带，南通外向型农业综
合开发区“最美乡村”近海村，实地
考察了洋口港中石油LNG项目、
桐昆聚酯一体化项目，了解了我县
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的情况。来
到栟茶，考察团参观了隆力奇生产
基地、栟茶古镇和“有事好商量”协
商议事室，详细了解了如东政协

“有事好商量”平台的打造过程。
座谈交流中，蒋树建向考察

团介绍了我县今年上半年的经济
社会发展情况。接着，他介绍，今
年县政协围绕“政协系统党建工

作提升年”、“有事好商量”协商议
事工作创新年、机关“双聚双高”
作风效能优化年，抓好开局，做到
了聚焦中心大局，助力经济发展；
聚焦主责主业，着力工作创新；聚
焦履职为民，倾力服务群众。他
希望考察团能够通过本次专题交
流，进一步了解如东，进一步加强
两地政协的交流与合作。

郑汉生表示，如东无论在经
济社会发展还是政协工作开展方
面都成果丰硕；他希望能以此次
考察交流为契机，汲取如东优秀
的经验做法，推动南郑区政协工
作再上新台阶。

副县长姜红波，县政协副主
席陆茵、江新泉、张光平、周洪，县
政协调研员丛俊、桑健、桑圣权参
加活动。

县委十五届四次全会总结今年以
来工作，再提“风险挑战”。我们积极
应对复杂多变的宏观环境和疫情形
势，直面风险挑战，勇于担当作为，狠
抓推进落实，成功夺取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双胜利”。认真学习贯彻
县委十五届四次全会精神，就是要永
葆这种直面各类风险挑战的进取精
神，在推动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的过程中，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
何干扰所惑，满怀信心走好自己的路。

社会总是在曲折中发展，种种挑
战和困难总会不期而至。经历艰难抗
疫，这一点尤为我们所深切感知。胸
怀“两个大局”审视当下、思谋未来，不
难发现，国内外形势正发生深刻变化，
我国经济发展面临三重压力，疫情对
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依然明显，发展
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
升。对于这些风险挑战，必须清晰认
识，高度重视，更要保持定力，沉着应
对，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
动战。

直面风险，应对挑战，要充分树
立前瞻思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
废”。树立前瞻思维，需要坚持马克
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正确认识和把
握事物发展的趋势，真正做到知其所
来、识其所在、明其将往。对于我们
来说，就是要科学识察国内外发展全
局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历史大势，
把如东发展的局部问题置于整体中
来思考，把当前问题放在发展过程中
来谋划，才能透过纷繁复杂的表面现
象把握事物的本质和发展的内在规
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同时认为，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我们要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调动人民积
极性，将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
前瞻谋划和战略落实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在运用前瞻思维进行决策过程
中始终站稳“人民立场”。

直面风险，应对挑战，要大力发扬
斗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同困
难作斗争，是物质的角力，也是精神的
对垒。”不担当、不斗争，就不可能在危

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现实
中，各种风险往往不是孤立出现的，常
常交织形成一个风险综合体。我们一
方面要强化阵地意识，立足本部门本
单位职责，做到守土有责、主动负责，
不能把防风险的责任都推给上边、留
给后边、塞给旁边；另一方面要强化底
线思维，高度关注县域经济社会转型
发展中的焦点、难点，做到精准施策，
统筹谋划，实现跨区域、跨部门重大风
险防控有机协同联动。广大党员干部
要在机遇面前主动出击不观望，在困
难面前迎难而上不逃避，在风险面前
积极应对不躲闪，时刻保持如履薄冰
的谨慎、见叶知秋的敏锐，在防范化解
风险上知重负重、全力尽责，以能担当
能斗争、真担当真斗争的实际行动创
造新的业绩。

直面风险，应对挑战，要始终坚持
党的领导。马克思指出：“一个单独的
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
需要一个乐队指挥。”在统筹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中，我们更加深

刻认识到，风雨来袭之时，中国共产党
是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越是面
对风险挑战，越要坚持党的领导。县
委十五届四次全会深入分析了县域发
展环境面临的深刻变化，进一步深化
了如东进入跨越赶超新阶段的科学研
判。担负新使命，砥砺新征程，还有许
多“娄山关”要闯，许多“腊子口”要
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才能
应对前进道路上更加严峻的挑战。要
发挥党的领导这个最大优势，以坚定
的理想信念、鲜明的人民立场、顽强的
意志品质和强烈的历史担当，充分调
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提高贯彻新发
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能力和水
平，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根本保证。

“安危不贰其志，险易不革其心。”
危与机同生并存，时与势依然在我。
我们要锚定奋斗目标，把握有利条件，
永葆直面风险挑战的进取精神，凝聚
起战胜各种艰难险阻的强大力量，不
断激发推动“强富美高”新如东现代化
建设新动力！

永葆直面风险挑战的进取精神
——一论贯彻落实县委十五届四次全会精神

□ 本报评论员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张顾
颖 吴梦凡）近日，我县召开南美
白对虾规范整治暨整改销号推进
会。县委副书记许金标，县委常
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朱正俊出
席会议。

会议通报了目前全县南美白
对虾养殖污染整治进展情况，并
部署了下一阶段的工作。大豫
镇、长沙镇、丰利镇、栟茶镇等镇
区分别进行了交流发言。

许金标强调南美白对虾养殖
污染规范整治工作是目前我县三
农工作的重点，是一项必须抓实
抓好的重要政治任务，他要求各
镇村、责任部门提高政治站位，确
保高质高效完成整改；坚持标本

兼治，根除养殖污染治理的难题，
围绕“五个严禁，一个确保”，建立
健全长效治理机制，做到科学规
划，合理布局，规范养殖；凝聚强
大的合力，压实镇村属地责任，加
强督查督办，高效协同推动工作
落实；同时要以正面引导，多途径
开展宣传活动，精准回应群众的
关切。

朱正俊指出，规范整治工作
不仅要速度，关键还是要看成
效。各镇村要严明纪律，紧盯目
标任务，抓好时间节点，加快整治
进度，把好质量关，推动责任和措
施落实到最后一公里。

县政府党组成员曹贯中主持
会议。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袁嘉
翊 朱文婷）为进一步推动全民
健康运动深入开展，全力推进强
富美高新如东建设，14日上午，我
县举办以“健身每一天 喜迎二十
大”为主题的 2022年如东县“全
民健身日”“南通体育日”系列活
动启动仪式。

副县长陈晓莉出席活动并宣
布活动启动。她表示，近年来，县
委、县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精神，牢
记“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的体育工作根本方针和任务，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聚焦人
民健康，发展体育事业，统筹城
乡，不断加大体育设施建设投入，
全民健身各项基础设施建设日臻
完善。以“三河六岸”为代表的民
生实事工程建设持续提升，人民

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各项社会事
业全面进步。全民健身活动蓬勃
开展，竞技体育水平显著提高。
全县广大人民群众参加体育活动
的人数大幅增加，居民的健身意
识不断增强，全民健身已深入社
会、走向家庭，成为现代生活的重
要组成部分。她希望大家不断增
强主动参与体育健身的意识，让每
一天都是“全民健身日”，形成全民
健身动起来，健康幸福练出来的浓
烈氛围，为如东跑赢新赛程、勇当
排头兵，奋力谱写沿海高质量发展
如东篇章而不懈奋斗。

启动仪式结束后，来自全县
各镇区、部门的 24支代表队 300
多名运动员，参加了《国家体育锻
炼标准》达标赛，通过五类 14个
项目的选测，展示速度、力量、灵
敏、协调、柔韧、耐力等身体素质。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茅
晨华 单佳凯 陈斌）近日，霍
尼韦尔安全防护产品（南通）有
限公司厂区内一片忙碌，企业
手套生产线、高空防护生产线
等都满负荷运作，确保订单按
期交付。“前期疫情影响了订单
的正常生产交付，现在我们提
高效率，抢抓生产，力争将损失
抢回来，目前来看市场回暖比
较明显，预计今年销售额较去
年还有小幅提升。”霍尼韦尔
安全防护产品(南通)工厂厂长
万伟伟介绍。

霍尼韦尔落户如东经济开
发区已经 11年，从单一的浸胶
手套产品开始，企业以市场为
导向，在产品类别以及功能性
上“精耕细作”，目前产品被广
泛应用于汽车、电子、船舶、机

械加工等工业领域，同时还在
积极发展医疗领域的相关产
品，以“中高端”防护产品占领

“高精尖”应用市场。
防护手套是霍尼韦尔该工

厂的主打产品，主要生产各类
个人安全防护产品，包括聚氨
酯涂层耐磨手套、丁腈/乳胶涂
层手套，PVC/丁腈点珠手套、
高性能耐切割防护手套等，类
别包括通用防护类、防割类、高
低温防护类、化学防护类和受
控环境防护类，以满足使用者
在不同工作环境下使用。

面对市场的激烈竞争，霍
尼韦尔在“智改数转”方面开始
全面布局，对传统手套生产线
进行更新换代，配备先进的手
套研发、监测设备，将具备CE，
ANSI和GB标准的监测能力。

同时，通过采用先进的电脑控
制浸胶和喷淋系统生产工艺，
可以确保手套产品的化学品残
留达到最低。万伟伟介绍，未
来，霍尼韦尔南通公司将成为
公司在全国重要的防护手套生
产基地，而且还将作为霍尼韦
尔的全球防护手套研发中心，
引领中国防护手套加工行业整
体工艺和技术水平的提高。

这几年，随着高空防护的需
求不断增强，2020年年底，霍尼
韦尔开始进军高空防护领域，引
入新的生产线、招聘专职人员、
设置防坠落实验室，其中实验室
将承担防护产品的质量检测和
研发迭代，产品主要针对建筑行
业和高层用户的高空坠落防
护。经过不到两年的发展，防坠
产品已经成为了企业的拳头产
品之一。“市场需求是企业最好
的风向标，这几年得益于对用户
需求的研究和科研的投入，我们
很快开拓出了新的市场，目前安
全绳产品在市场上占有较高市
场份额。”万伟伟说。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高玉霞 周颖石）
12日上午，我县召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
会议，回顾总结上半年工作情况，分析面临形
势，研究和部署下半年重点工作。

今年以来，县人社局坚持以“民生为本、人
才优先”为工作主线，扎实做好“六稳”“六保”
工作，上半年，共举办招聘会 67场，提供岗位
30676个，城镇新增就业4678人，累计城镇失业
人员再就业 2632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4%以内。减收企业失业保险费1921万元，惠及
8340家参保单位。发放失业保险稳岗返还补
贴2242万元, 发放失业补助金58.6万元。坚持

“扩面、提质、增量”的工作要求，持续推进社会
保险扩面工作，截至6月底，全县企业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在职参保17.02万人，享受基本养老保
险待遇 102712人，按时足额社会化发放率达
100%。创新工作机制，强化源头预防，全力推
动劳动关系和谐稳定。上半年，牵头开展“根
治欠薪”春雷行动和女职工劳动保护专项行
动，指导依法用工，积极化解劳资矛盾，努力维
护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必须牢固树立忧患意
识，增强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把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作为民生工作的重点，摆
到突出位置，列入重要议事日程，集中力量落实
好社保扩面、加强就业创业等重点工作，不断推
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取得新突破。

会上，掘港街道、洋口镇、洋口港经济开发
区等单位分别围绕新增就业参保、企业用工服
务、根治欠薪工作作交流发言。

汉中市南郑区政协来如考察

我县召开南美白对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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