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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渊记者 杨兰玲 彭
岭 吴贵民冤1 月 12 日上午袁射
阳县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一次会议隆重开幕遥 县委书记吴
冈玉出席会议遥 县委副书记尧代
县长王宁代表县人民政府向大
会作叶政府工作报告曳遥 县人大常
委会党组书记崔晓荣主持会议遥

县领导吴冈玉尧王宁尧崔晓
荣尧邱德兵尧孙庆树尧葛兆建尧徐
旭东尧王占芬尧戴淦尧陈少祥尧王
正军在主席台前排就座遥 市委统
战部一级调研员尧市换届风气督
查组组长周俊列席会议遥 在主席
台就座的还有院县十六届人大一
次会议主席团成员袁 县政府尧县
政协全体负责同志袁部分老领导
和副处级干部遥

会议应出席代表 327 名袁实
到代表 317 名袁符合法定人数遥

上午 8 时 30 分袁 崔晓荣宣
布院射阳县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一次会议开幕遥 会场全体起
立袁奏唱国歌遥

在热烈的掌声中袁 王宁作
叶政府工作报告曳遥 报告分 4 个部
分院2021 年与过去五年工作回

顾尧今后五年的工作思路和主要
目标任务尧2022 年主要目标任
务尧加强政府自身建设遥

王宁说袁2021 年袁 是 野十四
五冶开局之年袁也是本届政府收
官之年袁在上级党委政府和县委
的坚强领导下袁县政府坚决扛起
野争当表率尧 争做示范尧 走在前
列冶光荣使命袁统筹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袁 统筹发展和安
全袁 扎实做好 野六稳冶野六保冶工
作袁 各项主要经济指标稳步增
长袁预计全年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632 亿元尧增长 8.6%袁一般公共
预 算 收 入 33.87 亿 元 尧 增 长
9.6%袁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32385 元尧增长 8.7%袁入选全国
综合竞争力百强县尧投资竞争力
百强县尧县域生态系统生产总值
百强县遥 聚力转型升级袁产业发
展质态更优尧后劲更强遥 成功举
办专题招商活动 66 场次袁 实现
百亿级项目历史性突破袁工业投
资总量尧制造业投资总量尧重大
项目开工数均列全市第一袁工业
经济提质增效曰新建高标准农田
11.7 万亩袁野射阳大米冶蝉联省十

强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袁获全国
农村创业创新典型县尧全国首批
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县等荣
誉袁现代农业提档升级曰成功举
办系列文旅活动袁建成开放四季
果香现代农业产业园等新业态袁
第三产业提速发展遥 聚力改革创
新袁开放开发空间更广尧势头更
盛遥 企业开办全流程半个工作日
办结率和全程电子化率实现野两
个 100%冶袁野土地经营权流转合
同网签冶被写入农业农村部 1 号
令袁重点改革稳步实施曰建成运
营各科创平台袁实施科技成果转
化项目 255 项袁科技创新纵深推
进曰注册外资增长 39%袁外贸进
出口总额增长 14.6%袁 对外开放
步伐加快遥 聚力融合发展袁城乡
建设成果更丰尧品质更高遥 21 个
片区老旧小区改造尧15 个口袋公
园改建尧1 万户农房改善顺利完
成袁城乡面貌更加靓丽曰空气质
量持续保持全省前列袁建成农村
生态河道 1660 公里袁 生态环境
更加优美曰射阳港一类开放口岸
达国家验收标准袁盐射高速等交
通工程快速推进袁 西坝大桥尧兴

新线建成通车袁交通体系更加完
备遥 聚力共建共享袁民生福祉成
色更足尧质感更好遥 人民东路幼
儿园等学校建成投用袁县人民医
院尧 县中医院迁入新址投入使
用袁社会事业持续进步曰全省首
创实施野人社通+医保冶村村到袁
城市公益性公墓一期工程主体
完工袁 县福利院分院建成使用袁
社会保障全面加强曰工业企业风
险报告实现全覆盖袁中央信访联
席办第一批交办的 381 件重复
信访事项化解率 100%袁 政法队
伍教育整顿成效明显袁社会大局
和谐稳定遥

王宁指出袁 过去的五年袁是
极不平凡尧 极富挑战的五年袁是
开拓进取尧成效显著的五年遥 五
年来袁 综合实力在加压奋进尧争
创一流中持续攀升曰产业结构在
转型升级尧 创新赋能中持续优
化曰城乡品质在统筹协调尧绿色
发展中持续提高曰人民生活在惠
民利民尧 兜底保障中持续改善曰
治理能力在改革提效尧善作善成
中持续增强遥

王宁说袁今后五年袁政府工

作的总体思路是院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对江苏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和党
中央尧省市县委决策部署袁坚决
扛起三大光荣使命袁坚持稳中求
进工作总基调袁统筹推进野五位
一体冶总体布局尧协调推进野四个
全面冶战略布局袁立足新发展阶
段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袁服务新发展格局袁全面实施
野六大行动计划冶袁 厚植产业根
基袁赋能绿色发展袁加快打造江
苏沿海开放开发示范区尧长三角
北翼绿色转型先行区袁在向海图
强新征程中勇立潮头再谱新篇袁
勇当沿海地区高质量发展排头
兵袁为建设野强富美高冶现代化新
射阳不懈奋斗遥

王宁说袁今后五年的奋斗目
标是袁产业质态不断优化尧创新
动力显著增强尧改革开放持续深
入尧城乡品质明显提升尧人民生
活更加幸福尧 社会治理有效加
强遥

王宁指出袁2022 年全县经济
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是院地区
生产总值增长 8.5%以上袁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增长 8.5%左右袁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9%袁 固定
资产投资增长 15%以上袁规上工
业增加值增长 9%袁 实际使用外
资 1.5 亿美元袁 外贸进出口总额
11 亿美元袁城镇和农村常住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 8%尧
9%以上袁 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
耗尧二氧化碳排放量和水环境质
量完成省定任务遥

王宁说袁 围绕上述目标任
务袁重点抓好五个方面工作遥 坚
持项目强县袁更大力度推动补链
强链袁加快构建协同高效的产业
生态圈遥 深入开展招商引资项目
推进野月月比尧季季赛冶活动袁健
全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机制袁建
立土地尧产能尧环境容量等关键
要素集中调配机制袁全力招引重
大项目曰聚焦绿色尧智能尧集群化
发展方向袁绘制产业图谱袁建立
链长机制袁 全力培育产业集群曰

实施 野星企引航尧 千企升级冶计
划袁引导企业技改扩能尧做大做
强尧创星创牌袁全力提升企业质
态遥 坚持面朝大海袁更大力度推
动开放合作袁深度融入内联外通
的战略大格局遥 统筹推进现代流
通体系硬件和软件建设袁大力发
展海洋经济袁科学规划利用沿海
滩涂资源袁 着力培育优势增长
极曰全面融入以上海为龙头的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袁 围绕上
海尧南京尧苏州等地区袁探索开展
优势互补尧协同发展尧结对合作袁
更深层次融入长三角曰深化野一
区多园冶改革袁完善野两区两园冶
功能配套袁 全面提升园区承载
力遥 坚持赋智赋能袁更大力度推
动改革创新袁全面激活跨越奋进
的强劲源动力遥 持续深化野放管
服冶改革袁扎实推进国企改革三
年行动袁完善金融机构业绩考评
体系袁激发改革动能曰深入开展
野科技创新推进年冶活动袁深入实
施产学研合作袁做优创新体系曰

渊下转二版冤

射阳县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隆重开幕
吴冈玉出席会议 王宁作叶政府工作报告曳 崔晓荣主持 邱德兵孙庆树葛兆建出席

本报讯渊记者 杨兰玲 吴
杰婷 刘燕 高陈斌 仇珺
苑彩霞冤总结成绩鼓干劲袁展望
未来谋发展遥 1 月 12 日上午袁参
加县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的县
人大代表认真讨论和审议叶政府
工作报告曳遥县委书记吴冈玉袁县
委副书记尧代县长王宁袁县人大
常委会党组书记崔晓荣袁县委副
书记孙庆树尧葛兆建等县领导分
别参加相关代表团分组讨论遥

吴冈玉来到合德镇代表团袁
与代表们一起审议叶政府工作报
告曳遥 在认真听取部分代表的发
言后袁吴冈玉指出袁叶政府工作报
告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总纲袁完整准确全
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袁全面落实省

第十四次党代会尧市第八次党代
会及县十六届一次尧二次党代会
各项部署要求袁 围绕产业质态尧
创新动力尧改革开放尧城乡品质尧
人民生活尧社会治理等 6 方面作
具体部署袁充分体现了政府工作
抓落实抓执行的职责所在遥过去
一年袁 合德镇认真落实县委尧县
政府决策部署袁凝心聚力尧擎旗
奋进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取得
显著成效袁值得肯定遥当前袁要迅
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县党代
会尧人代会最新部署上来袁聚焦
项目抓发展尧 聚力创新攀新高袁
勇当全市镇街高质量发展排头
兵遥 要聚焦产业强镇袁着力做大
做强凤凰农业园区尧高新科技创
业园尧综合智慧物流园袁推动一尧

二尧三产业融合发展袁不断蓄积
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遥要加强社会
治理袁坚持人民至上袁过细推进
老旧小区改造尧黑臭水体治理等
民生实事项目袁坚定不移做好信
访稳定工作袁在推动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中袁不断涵养合
德内涵品质尧留住合德记忆遥 要
锤炼过硬作风袁提振状态尧压实
责任袁 在开拓创新中解题破局尧
真抓实干袁为奋力谱写野强富美
高冶新射阳现代化建设新篇章贡
献野城关力量冶遥

王宁参加射阳经济开发区
代表团分组讨论遥在认真听取部
分代表发言后袁 王宁说袁2021
年袁 射阳经济开发区围绕县委尧
县政府决策部署袁 渊下转二版冤

县人大代表热议叶政府工作报告曳
吴冈玉王宁崔晓荣孙庆树葛兆建参加代表团分组讨论

本报讯 渊记者 苑彩霞冤1 月
12 日下午袁 出席县十六届人大一
次会议的全体人大代表观摩我县
重点项目遥 县人大常委会党组书
记崔晓荣袁县委常委尧常务副县长
凌晓东袁县委常委尧射阳经济开发
区党工委书记王海兵袁 县人大常
委会党组副书记徐旭东袁 县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王占芬尧戴淦尧王正
军袁副县长陈剑峰参加遥

县人大代表们先后来到黄沙

港渔港小镇尧 射南集中居住点尧朝
阳特色街区尧射阳经济开发区电子
信息产业园等现场袁看项目尧听介
绍袁详细了解企业项目规模尧产业
特色等情况袁实地感受我县经济社
会火热的发展态势和县委尧县政府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遥

崔晓荣希望代表们能够围绕
县委尧县政府重点工作袁就我县经
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和涉及群
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袁 深入思

考尧广泛讨论袁把好思路尧好办法谋
划出来袁把群众的意见尧建议反映
上来袁把各方面的智慧尧力量凝聚
起来袁认真提出议案建议袁助力我
县高质量发展遥

代表们围绕相关产业项目各
抒己见尧畅所欲言袁纷纷表示将更
加深入群众尧 深入企业尧 深入园
区袁联系群众尧服务中心袁充分履行
职责袁 为谱写新时代射阳高质量
发展新篇章做出贡献遥

县人大代表观摩全县重点项目
崔晓荣率队

县委书记吴冈玉出席会议 县委副书记尧代县长王宁代表县人民政府向大会作叶政府工作报告曳

图为射阳县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会场 彭岭 吴贵民 摄

本报讯渊记者 吴杰婷 吴炘恒 刘杜
娟冤1 月 12 日下午袁 出席县政协十四届一次
会议的县政协委员们对县政协十四届一次
会议开幕式上县委书记吴冈玉讲话及县人
大十六届一次会议上县委副书记尧代县长王
宁所作的叶政府工作报告曳进行联组讨论遥 县
委书记吴冈玉袁县委副书记尧代县长王宁袁县
十三届政协主席邱德兵袁县委副书记葛兆建
等县领导参加经济建设尧社会事业和农业农
村联组讨论遥

吴冈玉到经济建设联组参加讨论遥 与会
政协委员们踊跃发言尧建言献策袁会场气氛
十分热烈活跃遥 吴冈玉认真听尧详细记袁不时
与委员们深入交流袁认为各位委员的意见建
议内容丰富尧见解深刻袁并感谢广大政协委
员对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的关心和支持遥

在认真听取各位委员的发言后袁吴冈玉
强调袁要把握大势尧坚定信心袁深入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袁 准确领会中央尧
省市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要求袁始终坚持项

目强县首要战略袁主动顺应我县产业突破之
势尧开放发展之势尧创新驱动之势尧要素集聚
之势尧生态红利加速释放之势袁进一步坚定
信心尧乘势而上袁在做强做大做优实体经济
中袁不断开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境界遥 要强
化担当尧主动作为遥 紧紧围绕野厚植产业根
基尧赋能绿色发展冶战略取向袁加强科技创
新尧转型升级尧品牌创塑袁推动企业向产业链
价值链高端攀升曰

渊下转二版冤

政协射阳县十四届一次会议联组讨论共商经济社会发展大计
吴冈玉王宁邱德兵葛兆建参加

本报讯渊记者 徐武星冤1 月 12 日下午袁县
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在千鹤湖酒店千鹤湖厅
举行主席团第二次会议遥县十三届政协主席邱
德兵主持会议遥

会议听取县委关于人事安排事项的通报曰
审议县委提出的县十四届政协主席尧 副主席尧
秘书长尧常务委员候选人建议名单曰审议叶选举
办法(草案)曳和总监票人尧监票人建议名单曰审

议县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决议渊草案冤遥
县委常委尧组织部部长尧统战部部长尹胤

祥袁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陈以奎尧 戴翠芳尧李
洁尧吴俊尧徐必友参加会议遥

县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举行主席团第二次会议
邱德兵主持会议

本报讯 渊记者 周蓉蓉 盛诚冤1 月 12
日下午袁县委书记吴冈玉袁县委副书记尧代县
长王宁来到政协射阳县第十四届委员会第
一次会议各讨论组袁看望出席政协会议的县
政协委员遥 县十三届政协主席邱德兵参加活
动遥

吴冈玉指出袁政协射阳县第十四届委员
会第一次会议的召开袁是全县人民政治生活

中的一件大事遥 县政协委员都是来自全县各
阶层尧 各条战线和各个领域的先进典型袁具
有广泛的代表性和较强的参政议政能力遥 希
望大家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袁牢牢
把握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袁紧紧围绕全县发
展大局袁审议和协商好各项工作报告袁认真
行使好民主权利袁顺利完成选举任务遥 要充
分发挥联系广泛尧人才荟萃尧智力密集的优

势袁聚焦群众关注的热点尧难点问题袁积极主
动建言献策袁提交高质量的建议尧提案袁为县
委尧县政府科学决策做好参谋遥 要严守政治
纪律和政治规矩袁认真遵守换届纪律要求和
会风会纪袁充分展示新一届政协委员的新形
象尧新作为遥 要牢记自身职责与使命袁在回到
各自工作岗位后袁将学习宣传与贯彻落实好
会议精神作为首要任务袁 渊下转二版冤

吴冈玉王宁看望出席县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的政协委员
邱德兵参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