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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县压实海上风电施工
安全生产责任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茅晨华 王莹 张平）前
天下午，我县召开海上风电施工运维问题隐患排查
整改暨安全生产推进会，分析研判当前形势，扎实
推进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部署下阶段安全
生产工作。副县长蔡东参加会议。

会上，海上龙源、中广核如海、中水电、华能八
仙角等企业交流隐患排查及整改落实情况，并就下
阶段工作作表态发言；洋口港经济开发区、洋口镇
汇报安全监管责任落实情况；如东海事处、县应急
管理局、农业农村局、水务局、住建局、市监局根据
各自职能提出了加强监管和服务的措施；相关部门
和镇区递交安全生产责任状。

蔡东指出，当前，海上风电施工进入冲刺并网
前的关键时期，有 11个风电场在紧张施工，安全生
产责任重大。他要求相关部门和镇区强化思想认
识，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遏制重特大事
故发生；对规范作业、安全管理标准、基础设施等方
面的风险和问题要再排查、再提升，将风险管控做
深做细、落到实处；压实企业主体责任、部门监管责
任、属地责任，真正做到知责明责、敬责畏责、履责
尽责；彻底排查安全隐患，执行最严格的措施，做足
最充分的应急，真正做到“底数清、风险明”，毫不
含糊、毫不放松地抓好海上风电施工运维安全生产
工作。

会前，蔡东带领与会人员实地察看了小洋口
风电母港、海力海上风电装备制造公司安全生产
情况。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杨
丹 吕二函）前天，南通市侨联
党组书记、主席蔡宏伟一行来我
县调研。县委常委、统战部长杨
晶晶陪同调研。

在南通正大有限公司，蔡宏
伟一行详细了解企业发展历程、
发展规划，与企业负责人就产业
发展前景等话题进行探讨。来到
如东高新区半导体产业园和生命
健康产业园，蔡宏伟一行先后参
观了江苏邑文微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和中美瑞康医药科技（南通）有
限公司，听取企业产品研发、产业
布局、发展前景等情况介绍。蔡

宏伟充分肯定我县侨联工作，希
望我县能进一步搭建好平台，更
好地凝聚侨心侨智侨力，为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杨晶晶
表示，如东侨联将在服务“双循
环”格局中积极作为，更好地服务
侨企。她希望市侨联能积极协助
如东引进侨界资金、技术、人才，
支持我县发展。

调研期间，市侨联还前往马
塘革命烈士纪念馆，与我县侨联
共同开展“学党史”主题党日活
动，瞻仰革命烈士英雄壁，重温
入党誓词，深入了解革命先烈的
英雄事迹。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徐书影 朱
爱梅）近日，位于如东经济开发区的
江苏和网源电气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内，工人们正在抓紧组装 12兆瓦级海
上风电机组高/低电压故障穿越测试
设备。“我们研发的高/低电压故障穿
越测试平台主要为即将并网发电的风
电机组做最终检测，避免发生脱网事
故，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可靠供
电。”公司总经理林永清告诉记者。

2018年，看中如东海上风电大规
模开发背后潜在的商机，林永清团队
来到如东经济开发区，走上研发创业
的路子。两年多时间，他的团队先后
承建了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多能
互补发电系统运行和保护性能测试平
台”、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配电研究所

“复杂配电网数模混合仿真实验室”、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开放式交直
流电力电子研究与试验平台”等多个

实验室项目，自主研发的风电场故障
电压穿越测试设备不仅填补了国内在
这一领域的空白，实现进口替代，更补
齐了如东风电全产业链上的关键一
环。目前，林永清本人已入选“如东扶
海英才”计划与“省双创人才”计划。

引进一个高端人才、带来一个创新
团队、做强一家企业、补齐一个产业链

“缺项”，和网源仅是如东依托产业链布
局人才链、打造创新链的一个经典案
例。在如东高新区生命健康产业园，
江苏宏微特斯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
理、博士刘利成带领着一支由博士、硕
士组成的 22人研发团队，先后承担了
国家传染专项、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
计划(863计划)、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
展计划(973计划)及国家自然基金等多
个项目，获得了数十项国家专利。新冠
肺炎疫情发生后，企业迅速行动，研制
出核酸试剂原料——基于荧光定量

PCR扩增方法的检测原料，到目前，已
累计为国内核酸检测试剂生产企业配
套产品原料超5000万人份。

与宏微特斯相仿的园区内另一家
企业——中美瑞康核酸技术（南通）有
限公司是由李龙承博士携其原实验室
团队成员 RobertPlace 博士、Moorim⁃
Kang博士于 2017年创立，该企业致力
于研发以“RNA激活（RNAa）”技术为
核心的创新型药与疾病治疗方法。4
年来，李龙承带领团队在基因遗传病、
肿瘤疾病以及血液系统疾病等领域取
得了一系列成果，搭建了 10多个新药
管线项目。

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产业，产业发展
的活力在人才。近年来，如东围绕产业
发展需要，大力招引与产业发展相适
应、相匹配的高端人才和创新创业团
队，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有
力的智力支持。截至目前，如东已引进
国家顶尖人才 54人、省“双创”人才 46
人、省“双创”博士57人、县“扶海英才”
45人。培养并入选省科技企业家 29
人、市科技企业家 27人，省“333工程”
第五期培养对象14人、市“226工程”第
五期培养对象85人、省乡土人才“三带”
行动计划 48人、市杰出专业技术人才

13人，3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为切实留住人才、用好人才，如东

出台了《关于进一步鼓励高层次人才创
新创业的若干政策意见》《关于进一步
推进创新创业人才发展的意见》等人才
新政，覆盖人才引育用留各环节，包括
对高层次人才来如东创业给予最高500
万元的创业扶持；对高校毕业生初创项
目给予最高20万元的创业资助，并给予
贴息扶持、初始创业奖励和带动就业奖
励等优惠激励；对于从如东申报获得上
级人才项目资助、人才荣誉称号的高层
次人才，分别按照国家级 100%、省级
50%的比例给予配套支持；对于特别优
秀的人才项目的资助不设框框，不定上
限，简化程序、一事一议。

在优化人才服务方面，如东创新
实施“助创”专员服务制度，部门、镇
区、企业“三级联动”，采用“1+2+X”模
式实行服务承包制，定向挂钩全县198
家重点企业、联系50名重点人才、服务
17个重大项目，开辟经济与人才科技工
作的融合发展路径。推出“人才卡”，各
业务条线配备“专人专业服务”，为各类
人才在行政服务、交通出行、文化休闲、
医疗保健、生活保障等方面开辟“绿色
通道”。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张
予钦 钱海军） 前天下午，我
县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
召开专题宣讲工作动员暨培训
会。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县
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副
组长、县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
小组办公室主任张蓉蓉作动
员部署。她要求各地各部门
各单位深刻认识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专题宣讲的重要性、必

要性和紧迫性，全面准确深入
宣讲好党的百年非凡历程，以
坚定的理论自信把党史讲全
讲准讲实讲透，进一步推动全
县上下兴起党史学习教育的
热潮。会议邀请县委党校（行
政干校）常务副校长、党史学习
教育县委宣讲团成员吴金明
为与会人员解读《党史学习教
育宣讲提纲》，并作宣讲业务
辅导和示范宣讲。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张
予钦 钱海军）前天下午，我县
召开全县党史学习教育“千场
宣讲进基层”启动仪式暨“百年
辉煌百人讲”云宣讲推进会。
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县委党史
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副组长、县
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
室主任张蓉蓉为三级书记、理
论名师、行业先锋、百姓名嘴四
支小分队授旗。

县委宣传部原常务副部
长、县文明办原主任余晶为与
会人员作示范宣讲，并就“百年
辉煌百人讲”云宣讲“理论名师
讲党史启示”进行业务辅导；县
委党史办原副主任、县新四军
研究会副会长虞建宣就党史宣

讲和地方党史学习作专题辅
导。此次党史学习教育“千场
宣讲进基层”，从 4 月上旬开
始，一直持续到今年底。宣讲
安排主要包括党史学习教育县
委宣讲团集中宣讲、“百年辉煌
百人讲”云宣讲、“社科专家基
层行 百年党史巡回讲”主题

“七进”宣讲、理论名嘴和百姓
宣讲团红色故事宣讲以及县教
体系统党史宣讲团进校园宣讲
五类宣讲形式，全年安排各类
宣讲不少于 1000场（次），届时
将通过形式多样的线上线下专
题宣讲，着力打造理论传播品
牌，引导党员干部加深对党的
历史的理解和把握，加深对党
的理论的理解和认识。

县委干部培训
领导小组会议召开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袁嘉翊 吴莎莎）昨天
上午，我县召开 2021年县委干部培训领导小组会
议，深入贯彻落实《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和全国
全省全市组织部长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全县干部教
育培训工作。

县委常委、组织部长杨忠参加会议，他要求与
会人员把握年份特点，增强干部培训的时代性、针
对性，突出思想政治建设，强化专业能力培训，注重
履职本领培养；立足考核重点，强化干部培训的科
学性系统性，兼职师资要“重点培育”，精品课程要

“同步打造”，教学点要“合力创建”；适应形势变化，
提升干部培训的灵活性实效性，教学资源要“内培
与外请”相结合，教学方式要“传统与现代”相结合，
培训管理要“严管与厚爱”相结合。杨忠强调，今年
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已经启动，全县上下一定要以良
好的精神状态和务实的工作作风，超前谋划、精心
组织、务实推进，为我县勇当长三角沿海高质量发
展排头兵，不断开创“强富美高”新如东建设新局面
作出应有贡献。

会议详细解读了今年干部教育培训工作要
点。曹埠镇、如东生态环境局、县委党校在会上作
交流发言。

南通是中国近代第一城，战争年代，经
过军民的浴血奋战，终于迎来了它的曙
光。1949年2月2日上午，中国人民解放军
的先头部队雄壮威武地跨过东吊桥进驻南
通城，将一面鲜艳的红旗插上位于市中心
钟楼的顶端，历尽沧桑的千年古城终于回
到人民的怀抱，南通全境宣告解放。

清明期间，不少南通市民主动地来到
位于南大街附近的钟楼，纪念为解放南通
献出生命的革命先烈和无数江海儿女。
1948年，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南通全境
解放拉开了序幕。3月 15日，如东县城掘
港镇被解放军攻克，成为南通最早解放的
县城。各县、区武装积极向边区挺进，扩
大游击区，缩小敌占区。1949年 1月，淮

海战役刚刚结束，人民解放军乘胜南下。
南通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如惊弓之鸟，纷纷
溃逃。解放区军民紧追不舍，南通各县县
城和主要集镇在 1949年 1月底 2月初次第
解放。

1月 20日，驻守海安的国民党军 23师
一部、炮兵5团2营及地方保安部队弃城南
窜，海安回到人民手中。1月27日凌晨，驻
如皋城的国民党军21师423团守敌倾巢南
逃，如皋党政领导机关进驻如皋城，如皋县
警卫团 1 营奉命追击逃敌，截获敌船两
艘。28日，白蒲、林梓等地守敌纷纷各自逃
命，如皋全县解放。1月27日傍晚，启东城
汇龙镇的守敌在慌乱中丢下大批军用物
资，经泰安港逃向江南。东南警卫团紧追

不舍，歼敌一股，截获货船一艘，缴获部分
物资。28日早晨，启中区委率区队收复汇
龙镇。

金沙是南通重镇。1月 26日晨，金沙
守敌146旅437团及土杂部队到处勒索“借
款”，镇上店家纷纷关门闭户。上午 10时，
守敌向南通城撤逃，途中遭华中九分区 8
团和县、区武装的截击，扔下几十具尸体
后，狼狈不堪地溃逃南通城。1月28日晚，
海门茅镇守敌再次掠夺商民后，以数辆卡
车，满载人员与物资，争相夺路向青龙港逃
跑。29日凌晨，海门党政机关部分人员随
南通县警卫团进驻茅镇。31日，收复三厂、
青龙港。

1月31日，解放南通城的战斗打响，华
中九分区部队兵临南通城下，以东西两路
兵力钳制南通城。晚上 6时，东路部队首
先对狼山守敌发起进攻，在强大火力攻击
下，国民党部队混乱不堪。自2月1日夜里
到 2日清晨，驻守南通城的国民党军 308

师、146师及所属 3个团和国民党政府官
员，从南通江边港口乘船过江逃跑。南通
城的外围战斗，击毙敌人 300余人，缴获各
种轻重武器数百件。2日上午8时，解放军
进城，原南通市委副书记李明勋介绍：“在
南通解放前，由于地下党已经针对如何接
收，如何护城等事宜进行部署，解放军进城
后十分顺利，受到百姓的热烈欢迎”。

紧接着，华中九分区副司令员彭寿生
率警卫排将红旗升上钟楼顶端旗杆，宣布
南通全境解放。南通解放后，中国人民解
放军苏北军区南通区军事管制委员会成
立。华中九地委、苏皖九专署进城办公。
2月 4日，南通市人民政府成立。“如今，南
通精神已经成为一种优良传统，世代传
承。在新一轮对外开放、加快发展的新起
点，和实现两个百年伟大宏愿的历史节点
上，江海儿女一定会弘扬革命传统、革命理
念和革命精神。”原南通市委党史办主任吴
声和说道。

除新冠病毒灭活疫苗外，从前天开始，重组亚单位疫苗也在我县投入使用。据了解，重组亚单位疫苗
由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和安徽智飞龙科马生物制药有限公司联合研发，无病毒核酸成分。我县首批
重组亚单位疫苗共计18800针，6日、7日两天全县已完成接种13000余针。图为全民健身中心新冠疫苗集中
接种点。 全媒体记者 袁嘉翊 吴莎莎 摄

汇聚创新动力 激发人才活力

我县锻造“智力引擎”为高质量发展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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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史学习教育
“千场宣讲进基层”活动启动

我县召开党史学习教育
专题宣讲工作动员暨培训会

值班编委 徐泉 责任编辑 曹雯雯 版式设计 朱钰

市侨联领导来我县调研

钟楼飘红旗 全境迎解放
□ 全媒体记者 季湘婷 姜宁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