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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聚焦““六个年六个年””
争当排头兵争当排头兵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周雨霁 张凯） 21
日下午，中天华氢有限公司揭牌仪式在如东
经济开发区江东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举行。县
委书记陈慧宇，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国家能源集团氢能科技有限公司执行
董事刘玮，中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薛济萍等出席揭牌仪式，北京低碳清
洁能源研究院党委委员、副院长胡道成通过
线上方式参加活动。

如东县、国华投资、低碳院、中天科技四
方代表共同为中天华氢有限公司揭牌。陈慧
宇对中天华氢有限公司正式揭牌表示祝贺，
对国华投资、低碳清洁能源研究院长期以来
对如东的关注、信任和支持表示衷心感谢。
他指出，当前我国氢能产业正迸发出勃勃生
机，发展趋势稳中向好。尤其在“双碳”背景
下，氢能已经成为能源低碳发展和产业转型
变革的新蓝海。中天华氢的揭牌标志着四
方合作迈入实质化推进的新阶段，必将进一
步优化如东新能源产业发展格局。希望各
方以揭牌仪式为契机，充分发挥各自优势，
加强协同配合，尽快实现项目推进的更大突
破，助推如东氢能高质量发展。如东县委、
县政府将一如既往地当好服务企业的店小
二，调动各方资源、集中优势力量，为企业发
展搭建平台、为项目建设提供优质服务，以实
际行动诠释“如来如愿”营商环境服务品牌的
精神内涵。

揭牌仪式结束后，洋口港经济开发区、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发改委和相关企业就如东

“绿港氢城”示范工程推进情况进行了交流。
县委副书记许金标出席活动并致辞，县

委常委、副县长、如东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
蔡东主持活动，县政协原主席陈建华、县领导
刘拓参加活动。

中天华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2年 8月，
位于如东经济开发区江东科技产业园内，由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天科技）、国
家能源集团氢能科技有限公司（国华投资）以
及北京低碳清洁能源研究院（低碳院）三方共
同合资，致力于加氢、制氢等氢能装备的研
发、生产及工程总包。初期形成年产 50台加
氢机及配套设备的规模，“十四五”末期投入
国内加氢、制氢市场。

县委十五届四次全会对当前
及今后一段时期的重点工作作出
部署，明确提出要聚焦民生保障，
推动幸福指数不断攀升，全力以赴
稳就业保民生。县人社局党组书
记、局长朱海忠在接受采访时表
示，将立足人社实际，坚持把“稳就
业”“保民生”摆在突出位置，全力
做好就业困难人员的就业服务和
保障工作，兜牢民生底线，夯实民
生“压舱石”。

兜牢民生保障底线，稳住就业
基本盘面。上半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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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镇新增就业 4678人，累计城镇失业

人员再就业2632人。面对当前人力
资源招引压力，县人社局将全面落
实稳就业、保就业政策，提升基本公
共就业创业服务能力，拓展就业渠
道，丰富线上线下就业服务功能，进
一步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深化人事
人才体制机制改革，强化人才培育
选用，不断完善重点群体就业支持
体系，着力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加
大对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低收入
人员、返乡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
帮扶力度，力争今年全年新增就业
9000人以上，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
在3%以内。

加大社会保障力度，织密社会
保障网络。今年，社保扩面被列为
全县重点工作、为民办实事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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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海忠说，下
一步， （下转第二版）

县委十五届四次全会对全县生
态环境工作提出了“聚焦水质达标，
推动生态环境显著改善”的总体要
求。如东生态环境局局长邵向锋表
示，将以全会精神为指引，深入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县域生态环境
持续改善，推进经济社会绿色转型，
为“强富美高”新如东建设扛起环保
担当。

邵向锋指出，生态环境部门将
聚焦“攻坚战”，以争先目标抓落
实。紧紧围绕污染防治攻坚主线，
坚决打通工作落实中的重点难点
痛点，在强化源头把控、深化末端
治理、严格执法监管等方面下功
夫。重点抓好淮河流域入河排污
口排查专项整治、汛期涉水企业应
急管控、水污染防治工程推进，协
同推进大气污染防治，紧盯重点行
业、重点区域、重点时段，聚焦工业
源、移动源、扬尘源、生活源等多源
齐控，全力打造天蓝、地绿、水净的

美好家园。
针对工作中遇到的“硬骨头”，

以问题导向抓落实。会同镇区、部
门全力做好第二轮中央、省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交办问题的任务落实，
确保整改到位，严防回潮反复。协
同解决我县生态环境面上问题，扎
实推进县级工业园区规划环评、重
点行业绿色发展、重点企业环保体
检、生态空间保护行动、关闭化工
企业遗留固废 清理、浆纱企业废
水整治六大专项行动。以严整改、
重质量、促转型为标准集中攻坚，
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生态环境获得
感和幸福感。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单佳凯）
21日，市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
姜东来我县开展接待人大代表日活
动，听取南通市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
以来人大代表对市人大、市政府、市
监委工作的意见建议。县委书记陈
慧宇，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陈昌龙，县
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朱正俊
参加活动。

会上，我县 7位市人大代表从经
济社会发展、作风效能、营商环境、法
治环境、企业创新、乡村振兴、教育减
负等方面畅谈了市县两级政府和相关
部门围绕南通市委的工作部署和市人
代会精神的贯彻落实所开展的工作和
取得的成效，对市人大、市政府、市监
委的工作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姜东对我县人大代表的发言予以

充分肯定，要求我县人大代表切实提
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重要思想，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充分
发挥重要制度载体作用，加快推进全
过程人民民主。认真履行代表职责，
深入了解民情，真实反映民意，广泛集
中民智，深入宣传并带头贯彻党中央
大政方针和宪法法律，积极推动解决

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
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纽
带。带头做好示范引领，全面正确行
使代表权利，严格履行代表义务，在推
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深化依法治国
实践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特别要发
挥代表来自人民、植根人民的特点和
优势，既代表群众、做群众的“知心
人”，又引导群众、当群众的“带头人”。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吴梦凡 王
洪） 21日，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黄巍
东，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监委主任
姜东，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
记姜永华带领南通市人大代表如东代
表团第四小组，来我县调研经济社会
发展工作。县委书记陈慧宇，县委副
书记、县长陈雷，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陈

昌龙陪同调研。
总投资 12.61亿元的“三河六岸”

项目，是近年来县委、县政府倾力打造
的重点城建工程，该项目充分依托城
区水系纵横、人文底蕴深厚的优势，着
力打造“五咀、两湾、两街、八馆”特色
建筑，现在已进入验收、扫尾阶段，项
目建成后将有效提升城市颜值、城市

品质。代表们边走边看、边听边问，对
该项目的高点定位、高效推进表示充
分肯定。“复地·上河印巷”是复星集团
布局中小城市的重要落子，该项目地
处县城中心三号街区，突出传统文化
元素与世界风潮有机融合，主打青春
活力、时尚休闲，致力打造如东版的清
明上河图。代表们详细了解项目招

引、业态质量、建设标准等情况，并对
周边环境统筹整治、安全生产提出意
见建议。

高新技术企业是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增量，是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的
重要依托。近年来，如东高新区保持战
略定力，专注于生命健康和泛半导体行
业赛道，厚积薄发，孵化培育了一批科
技含量高、竞争力强的企业。第四小组
先后视察了中美瑞康、臻亿医疗、邑文
科技、极瓦特激光、中睿检测等企业，代
表们进车间、看产品、问效益，认真听取
产品技术研发、市场应用等情况，详细
了解生命健康产业、泛半导体产业培育
情况，建议相关企业要紧盯市场需求、
紧抓窗口机遇，强化科技赋能、注重人
才培育，努力推动企业做大做强。

一路视察一路景，一路感叹一路
赞。代表们对如东在城市建设、产业
发展等方面取得的成果给予充分肯
定，纷纷表示将围绕中心大局，认真履
职尽责，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
策，持续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
人大智慧和力量。

陈慧宇表示，如东将紧紧围绕争
当“全国绿色能源示范城、全省向海发
展先导区”目标定位，大力弘扬“厚德
力行、耕海图强”的新时代如东精神，
坚持以“六个年”活动为抓手，推动经
济社会发展跨越赶超。县委、县政府
将一如既往地支持人大代表履职尽
责，持续为代表履职提供平台、提供保
障，推动人大工作创新发展。

期间，市委常委、纪委书记、监
委主任姜东参加了人大代表接待日
活动。

县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朱
正俊，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赵尊兵参
加调研活动。

代表们视察掘港街道（如东高新区）生命健康产业园。 通讯员 刘苏滨 全媒体记者 王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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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小组来我县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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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领导来我县开展接待人大代表日活动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访如东生态环境局局长邵向锋

聚力稳就业保民生
——访县人社局党组书记、局长朱海忠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单佳
凯 曹磊） 22日上午，县委副书
记、县长陈雷带队督查城区自建
房管道燃气改造工作推进情况，
强调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因地制宜、因事制宜，
高标准、严要求推进建设任务，以
点带面打造一批能让老百姓点赞
的民生工程。

今年以来，县委、县政府把县
城建成区自建房用气问题作为民
生实事进行攻坚，对自建房几大
集中片区进行了调查摸底，通过
努力，到目前为止已有 800多户
接通了管道天然气。陈雷在实地
查看了三河居民区、友谊居民区、
灯塔新村小区后强调，社区及属
地政府要详细了解群众需求，充
分听取民意。同时，要进一步优
化服务，以群众满意为核心，真正
做到主动服务、高效服务、精细服

务，为管道燃气顺利建设做好前
期准备工作。相关建设单位和部
门要将“安全”放在首位，以满足
群众需求为遵循，尽快组织燃气
专家现场勘查、分析，研究制定天
然气管道建设方案，确保管道燃
气应接尽接。在建设过程中，要
强化质量管理，强化人防、物防、
技防，确保安全平稳供气，让更多
老百姓尽早用上经济、清洁的绿
色能源。

陈雷指出，管道燃气是一项
提高群众生活质量的民生工程，是
一项促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
碳发展的生态工程。下一步，县政
府将继续结合老旧小区综合改造
同步敷设天然气管道，同时按照如
东燃气“十四五”发展规划推进天
然气管道延伸建设，在“十四五”期
间完成天然气管道全覆盖。

副县长施正泉参加督查。

陈雷带队督查城区自建房
管道燃气改造工作推进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