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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民 办 实 事

本报讯渊通讯员 素印 朱莉 湘莉冤
日前袁 射阳港电厂副总经理姜旭舟从县行
政审批局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窗口领到 2伊
100 万千瓦燃煤发电机组扩建项目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证时连声致谢袁将一面写着野行
政有距袁服务无距冶字样的锦旗赠给窗口遥
这是该局实施工程建设项目审批 野受审分
离冶新模式以来颁发的第一本规划许可证袁
仅一个工作日就办结袁 比过去缩短了近一
个星期时间遥

为深入推进野放管服冶改革袁简化程序尧
优化环节尧深化服务尧提升效能袁县行政审
批局在全省率先推行工程建设项目综窗改
革袁实行前台综合受理尧后台分类审批尧综
合窗口出件的野受审分离冶服务模式袁全面
整合工程建设项目审批业务袁分离野受理冶
野审核冶环节袁由原来的自然资源和规划尧住
房建设尧生态环境尧行政审批等单位窗口分
别受理袁 改为由行政审批设立的综合窗口
受理袁分别转交相关窗口审批后袁再由综合
窗口统一出件并送达申办人袁 构建协同联
动尧信息共享尧实时监督尧便捷高效的政务
服务体系袁 全面提升服务效率和群众办事
便利度遥

射阳港电厂 2伊100 万千瓦燃煤发电机
组扩建工程项目袁 拿到工程规划证后还需
要办理图审合格证尧施工许可证以及消防尧
竣工验收尧竣工备案等手续袁综窗改革前至
少要往返 10 个部门提交材料袁 等待审批袁

走完全部审批程序至少需 3 个月遥 现在只需到综合受理窗口
申报袁由综合窗口流转至相关后台袁审批流程实现由过去的串
联审批到现在的并联审批袁部门在联审联批中心集中出件袁所
有审批流程 20 天以内便可办结袁耗时比过去缩短 70 天以上遥

野受审分离冶服务模式通过建立完善与工程建设项目审批
野一窗受理冶工作相配套的服务承诺制尧一次性告知制尧首问
负责制尧跟踪督办制尧探索推行预约及延时服务尧重大项目绿
色通道等制度袁 从立项到出证的整个审批过程都在县行政审
批局跟踪监督下进行袁窗口审批人员与企业完全不见面袁实现
野放到底袁管到位冶的目标袁为企业节省大量的审批时间和额
外支出袁压缩了审批野弹性冶袁规避了审批过程中的廉政风险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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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袁 记者来到
特庸镇桑乐田园特色
旅游区采访袁 走进蚕
桑文化展示中心项目
建设现场袁 只见主体

建筑已经建成袁 工人师傅们正有条不紊地进行庭院绿化基础铺
装和室内装修遥

野我们正加快建设进度袁每天工人大约有 50 人左右袁已经完
成总工作量的 70%遥 冶项目负责人岳红海告诉记者遥

据了解袁 特庸镇积极打造以蚕桑为主体的田园乡村休闲旅
游项目袁规划建设面积约 12500 亩袁计划投入 3.48 亿元袁重点打
造茶桑苑尧智能化蚕房尧桑苗嫁接中心等 37 个项目业态遥 目前袁
一期项目已全部建成袁二期项目正在全力推进中遥

野二期项目今年计划投资 1 亿元袁核心区围墙已完工曰供销
e 家尧乡村大食堂已完成公开招标报批手续曰桑林枕水民宿和亲
水步道已完成设计招标袁预计 10 月份开工建设遥冶岳红海向记者
介绍项目整体推进情况遥

野桑乐田园项目建成后袁 将成为射阳市民休闲旅游的好去
处袁可以体验果桑采摘游尧蚕桑文化体验游尧养老养生度假游等
项目遥 冶展望项目未来发展袁岳红海一脸笑意遥

蚕桑乐园建设正酣
本报记者 仇珺

大干当前 力夺全年

位于盘湾镇的江苏景
中景工业涂装设备有限公
司专业从事工业涂装设
备尧汽车保养尧物流机械等
设备生产袁 产品销售遍布
全国袁被评为野中国汽保设
备生产企业出口 20 强 冶
野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冶野江
苏省高成长型中小企业冶遥
图为该公司火热的生产场
景遥 彭岭 摄

本报讯渊记者 周蓉蓉冤9 月 14 日上午袁县委书记尧县委
全面依法治县委员会主任吴冈玉在县行政中心十二楼会议
室主持召开县委全面依法治县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袁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袁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会议和市委全面依法治市
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精神袁 研究部署 2021 年我县全面依法治
县工作遥 县委副书记尧代县长尧县委全面依法治县委员会副主
任王宁出席会议遥 县委全面依法治县委员会委员参加会议遥

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叶2020 年法治射阳建设工作情况报
告曳叶法治射阳建设规划渊2021-2025 年冤曳叶中共射阳县委全面
依法治县委员会 2021 年工作要点曳叶射阳县行政复议体制改
革实施方案曳等文件遥

会议指出袁去年以来袁全县各层各级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重要论述尧 重要讲话指示精神袁
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市委决策部署袁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县的
领导袁法治射阳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袁法治政府建设取得重要
成果袁营商环境持续优化袁公正司法不断深化袁法治社会建设
成效显著遥

会议指出袁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
化最新成果袁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
组成部分遥 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野十一个坚持冶袁是我
们在新发展阶段深化依法治国实践尧建设法治中国的行动指
南和根本遵循遥 全县各级党组织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
想作为重大政治任务袁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省市
委最新部署要求上来袁 确保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射阳落地生
根尧开花结果遥 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袁自觉把党的领导贯穿于
依法治县的全过程和各方面遥 要坚持人民立场袁紧密结合正
在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和野两在两同冶建新功行动袁扎实推进
野我为群众办实事冶实践活动袁认真研究解决法治领域群众反
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袁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
问题遥 要坚持统筹推进袁努力探索一批体现时代要求尧彰显地
方特色的依法治县野射阳路径冶遥

会议要求袁全县各级党组织要坚持围绕中心尧服务大局袁
聚焦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袁找准依法治县工作的发力点和切
入点袁全力为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遥 要推进法治政府建设袁积
极推进行政复议体制改革袁加快完善行政执法责任制袁加强

行政执法队伍建设袁构建严密有效的内部监督机制袁保证各
类行政执法行为合法有效遥 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袁坚持法律
面前人人平等袁严格落实防止干预司法野三个规定冶遥 要打造
一流营商环境袁切实厘清政府尧市场和社会边界袁进一步优化
审批流程尧压缩审批时限尧提高审批效率袁最大限度激发市场
活力遥 要提升社会法治素养袁瞄准法治宣传着力点袁提升针对
性和实效性袁推动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新格局遥

会议强调袁全县各层各级要树牢野一盘棋冶的意识袁奋力
担当作为袁充分汇聚法治建设的强大合力遥 要突出关键少数袁
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以身作则尧以上率下袁做遵法学法守法
用法的示范标杆遥 要完善工作机制袁县委全面依法治县委员
会要充分发挥牵头抓总尧把关定向和整体推进的作用袁切实
当好全面依法治县的野指挥部冶遥 县委依法治县办以及各协调
小组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袁推动委员会决定事项尧部署要求
不折不扣落实到位遥 要锤炼过硬队伍袁加强队伍革命化尧正规
化尧专业化尧职业化建设袁着力锻造一支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
治工作队伍袁为推进全面依法治县提供坚强保证遥

县委召开全面依法治县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吴冈玉主持 王宁出席

本报讯渊记者 范媛媛 吴贵民冤9 月 13 日袁省委党史
学习教育第四巡回指导组副组长万来存率队来射开展集中
巡回指导遥 县委书记尧县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吴冈
玉汇报我县党史学习教育情况遥 县委副书记尧代县长王宁袁
县政协主席邱德兵袁县委副书记李宝会尧葛兆建等县四套班
子领导参加汇报会遥

在射期间袁巡回指导组听取工作汇报袁开展考学活动袁查
阅台账资料袁深入射阳县港城实验小学尧县市民中心尧县妇幼

保健院尧县社会福利院尧华中工委纪念馆尧海河小学尧烈士村
新型农村社区等地实地调研袁 全面了解我县党史学习教育
开展情况遥 万来存说袁射阳县委对标对表中央和省委指示要
求袁坚持高点定位尧高标组织尧高效开展袁将学党史和办实事尧
开新局紧密结合袁不折不扣完成了上级各项要求袁真正做到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两手抓尧两手硬遥 射阳县组织领导
有力有序袁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较好发挥以上率下作用袁全
县 238 名村居宣传文化管理员充分发挥野四员冶作用袁推动党
史学习教育高质高效曰载体渠道特色鲜明袁建立县委中心组
野独立会议尧每月主题尧轮流领学尧全员交流尧重点发言尧互动
点评冶研讨模式袁创新运用野九色打卡冶学习形式袁组织寻找
最美党史学习笔记袁运用野三板冶文艺化形式宣讲野四史冶袁促
进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曰重点难点突破有力袁精心打造网
络驿站尧城市流动驿站尧身边驿站袁开展野每日一推送尧每月
一互动尧每季一评议冶促学活动袁充分利用地方红色资源尧非
遗文化打造实境课堂尧创作课堂尧公开课堂袁实现党史学习
教育知行合一曰为民服务成效显著袁一批有特色有成效有影
响的改革创新做法在全国全省推广袁 一系列社会保障服务
举措让群众实现学有所教尧老有所养尧病有所医袁确保党史
学习教育见行见效遥 下一步袁射阳县委要以此次巡回指导为
契机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野七一冶重要讲话袁加强典
型引领袁加快项目落地袁把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
落实野两在两同冶建新功行动强大动力和野我为群众办实事冶
的具体行动袁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尧幸福感尧安全感袁
为野十四五冶开好局交出高质量的射阳答卷遥

吴冈玉在汇报时说袁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袁我县坚决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袁 全面落实中央和省
市委决策部署袁紧扣野学史明理尧学史增信尧学史崇德尧学史
力行冶总要求袁坚持学党史尧悟思想尧办实事尧开新局袁一体推
进党史学习教育和野两在两同冶建新功行动袁取得了阶段性
成效遥 我县坚持高位谋划抓统筹袁周密部署抓推进袁领导带
头抓示范袁 以精准有力的举措确保各项任务快落地尧 不走
样曰坚持做实做好野规定动作冶袁创新亮化野自选动作冶袁深入
开展强基尧铸魂尧凝心尧赋能四个野十百千冶行动袁宣讲突出
野接地气冶袁学习嵌入野射阳红冶袁宣传打造野全矩阵冶袁确保党
史学习教育入脑入心尧不走过场曰坚持把党史学习教育同解
决实际问题尧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袁身体力行科学制
定野十四五冶发展新思路尧推动射阳发展开创新局面尧推动民
生事业迈上新台阶袁 努力把党史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高质
量发展成果遥 吴冈玉表示袁我县将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和省市
委党史学习教育决策部署袁 始终把党史学习教育作为一项
重要政治任务袁进一步强化责任担当袁丰富教育内容袁加强
成果转化袁推动党史学习教育不断向纵深开展遥

省委党史学习教育第四巡回指导组
来我县开展集中巡回指导

吴冈玉汇报 王宁邱德兵李宝会葛兆建参加汇报会

9 月 9 日下午袁
记者走进江苏长江
药 业 有 限 公 司 采
访袁生产车间内袁数
名身着白色工作服的工作人员在流水线上忙碌着袁 灌装尧旋
盖尧贴标签尧喷码尧封口尧打包尧装箱噎噎

野从年初开始袁我们一直保持着产销两旺的势头袁员工一
直在加班加点忙生产遥 截至 8 月底袁已经完成销售 1.2 亿元袁
预计全年销售额将突破 2 亿元遥 冶 公司副总经理戴恩达说袁
野这批药品将被运送到物流中心袁 再分别销往省内的一级代
理商及国内二级以上大型医院袁 部分产品直接销往国外市
场遥 冶

药品生产企业袁安全生产是关键遥 野近年来袁我们始终围
绕安全主题抓发展袁坚决落实安全责任尧安全投入尧安全培
训尧安全管理尧应急救援等安全生产耶五个到位爷遥外聘专业的
安全评估机构袁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袁开展深入摸排和调查袁列
出较大危害因素排查辨识管控清单袁对每个风险点通过分布
图的方式标注袁并细化风险点告知卡袁列清名称尧等级尧标志尧
风控措施和应急处置措施等袁 安全文化深入到所有员工心
中遥 冶戴恩达自豪地表示袁近年来袁该公司从未发生一起生产
安全事故袁真正做到让员工上班安心尧下班开心遥

近年来袁外部市场对国内制药行业带来冲击袁伴随着利
润的下滑袁生产成本也逐年增加遥 野科技创新是核心竞争力袁
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前提下袁我们始终把科技创新作为前进的
内在驱动力袁每年都有耶新动作爷遥 今年我们已经申报盐酸罗
哌卡因氯化钠注射液袁预计明年初能获批生产袁这将给公司
的产品结构带来极大的改善遥 冶戴恩达告诉记者袁近年来袁长
江药业在产品研发尧技术革新尧设备投入尧产学研合作等方面
持续发力袁由单一胶囊产品拓展到注射剂尧片剂尧硬胶囊剂尧
颗粒剂等剂型袁目前国药准字号药品达 98 个规格品种遥

野在做好安全生产的前提下袁通过不断加大科研投入尧提
升产品质量尧加快技术革新袁相信公司必将在全国药品行业
站稳脚跟浴 冶戴恩达说遥

重视安全生产袁加快技术革新要要要

长江药业做野放心药冶
本报记者 吴炘恒

他袁节俭持家袁聚财办企袁诚信经营袁堪为洋马创业典
范曰他袁扶贫济困袁乐善好施袁赢得乡邻口碑遥 他就是洋马
镇戊辰辣椒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董育洲遥 董育洲和妻子郭
秀玲凭着坚韧的创业精神和诚信经营的理念袁 把企业经
营得红红火火袁夫妻俩尊老爱幼袁关心公众袁家庭和睦袁为
人真诚袁 小家庭已连续多年被县文明委评为 野星级文明
户冶野小康示范户冶袁被市尧县市场监管部门评为野诚信企
业冶遥 2019 年袁戊辰辣椒专业合作社被表彰为全国优秀农
村专业合作社遥

董育洲初中毕业后袁 曾在张同初中食堂做临工遥 后
来袁他东挪西借袁买了一辆二轮摩托车收购农副产品袁虽
然辛劳袁但每天能有几十元的收入遥 2002 年 5 月袁董育洲
夫妇发现种植辣椒很有发展前景袁 就到村民家中逐户动
员种植袁并和村民签订销售合同袁保证给村民提供种子和
技术指导袁并承诺每亩不少于 3000 元的收入袁有 50 多户
村民与他签订了辣椒种植合同遥

为服务好种植户袁 董育洲起早贪黑逐户对辣椒的出
苗率尧生长状况进行全面了解袁并对科学化除尧合理施肥
进行技术指导袁 当年椒农们所长辣椒亩平收入都在 3000
元以上袁高的达到近 5000 元遥 其他村民见此情景袁第二年
都主动登门袁要求和董育洲签订辣椒保护价种植协议遥 目
前袁洋马镇及周边的特庸尧盘湾尧兴桥尧黄沙港等镇种植辣
椒的村民已达 1 万多户袁种植面积达 2 万多亩遥 今年戊辰
辣椒专业合作社营业额已超 8000 万元袁去年至今袁已与
浙江尧四川等地的客商签订腌制辣椒 4000 吨尧大蒜 2000
吨合同袁解决上百村民就业问题遥

野对所有创业者来说袁永远告诉自己一句话院从创业
的第一天起袁 你每天要面对的是困难和失败袁 而不是成
功遥冶这是董育洲多年来的创业心得遥2007 年 2 月袁董育洲
在东辉小街建房袁花了不少积蓄袁同年 12 月遭遇车祸袁导
致债台高筑袁这是他人生的低谷遥 但董育洲不气馁袁凭着
多年来的诚信袁向左邻右舍尧亲朋好友借款 20 多万元袁在
浙江尧四川等地客商的支持下袁除收购辣椒外袁还收购丹
参尧小麦尧棉花尧菊花等农副产品袁2010 年 5 月成立射阳县
戊辰辣椒专业合作社遥 合作社成立后袁董育洲不管自己经
济多么困窘袁从不欠村民一分钱袁从未打过一张白条遥 合
作社每年和社员签订辣椒尧菊花保护价收购协议后袁收购
时价涨他也涨尧价跌他不变袁赢得好口碑遥 特别是这几年
成立盐城市雷州梧桐凤来菊花茶有限公司后袁 他夏收辣
椒袁秋收菊花袁收购加工两手抓袁生意做得红红火火遥 合作
社获市野五好冶专业合作社称号袁还被评为野全国绿色生态
产业化示范单位冶遥

董育洲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老板袁 他深知自己的今
天离不开村民的鼎力相助袁宁可自己省吃俭用袁也要帮助

有困难的村民袁只要知道哪位村民得了重病袁都会忙里偷
闲去慰问曰得知哪位村民经济困难袁都会登门拜访袁送上
接济金遥 几年来袁他资助贫困生和贫困户钱物折币 10 万
元以上遥 他弟弟前几年遭遇交通事故袁变成植物人袁弟媳
带着女儿离家出走袁 照料病人的重任就落在他们夫妇俩
的肩上遥 多年来袁董育洲夫妇一直无微不至地照顾弟弟袁
从无怨言袁村民们赞不绝口遥 董育洲的妻子郭秀玲连续多
年被镇妇联表彰为野尊老爱幼好媳妇冶袁董育洲连续 3 年
被镇党委尧 政府表彰为 野精神文明建设标兵冶野最美洋马
人冶野诚信守法经营户冶袁2020 被市委组织部表彰为 野盐城
市乡土人才三带能手冶遥

诚信浇灌幸福花
要要要 记洋马镇戊辰辣椒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董育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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