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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袁有部分居民到射阳港堤外高涂尧港南垦区地块滩
涂拾取泥螺等水产品遥该上述滩涂沟渠尧沼泽地众多袁地形复
杂袁潮水变化无常袁存在极大安全风险袁给进滩人员的生命安
全带来很大的隐患袁请各位居民朋友远离上述滩地遥

射阳县海涂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 4月 6日

温馨提示

本报讯渊记者 徐武星冤4 月 4 日下午袁我县在县教育局三
楼会议室设立分会场袁 组织收视全省教育系统疫情防控工作视
频调度会实况遥 县委常委尧宣传部部长洪磊袁副县长李东出席射
阳分会场会议遥

会议指出袁当前校园疫情防控面临着复杂严峻的形势遥各地
教育行政部门和各校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的
系列指示批示精神袁 贯彻落实近期教育部及全省疫情防控有关
会议精神袁坚持野动态清零冶总方针不放松袁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
教育教学工作袁坚决守住不发生疫情规模性反弹的底线袁全力保
障广大师生身体健康和校园平安遥 会议要求袁 各单位要加强口
罩尧快递和食堂管理袁加大重点人群核酸检测力度袁严格学生核
酸检测抽检频次曰加强对教职员工及共同生活人员的引导教育袁
真正做到两点一线曰加强与属地疫情防控指挥机构对接袁组织培
训好志愿者袁 切实加强应急处置的准备工作曰 加大物资储备力
度袁及时补齐补足防疫物资曰加强信息采集和报送工作袁信息报
送要及时尧精确尧详实曰做好心理干预和疏导工作袁为师生心理健
康保驾护航遥

县组织收视全省教育系统
疫情防控工作视频调度会实况

本报讯渊记者 王鹏冤4 月 3 日下午袁我县在县行政中心一
楼西会议室设立分会场袁组织收视全省海洋渔业安全生产工作
视频会议实况遥 副县长吴海燕出席射阳分会场会议遥

会议指出袁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对江苏工作重要指示要求袁坚决落实中央
和省委尧省政府决策部署袁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袁牢固树立
野人民至上尧生命至上冶理念袁强化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袁坚决克
服麻痹思想尧侥幸心理和松懈状态袁严守安全生产红线底线袁真
正落实安全管理责任袁 全力确保全年渔业安全生产形势稳定遥
要强化组织领导袁 扎实推动渔业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再深化尧再
提升袁巩固提升野三类船舶冶专项整治成果曰压紧压实渔业安全
生产野三个责任冶曰全面加强沿海渔港基础建设和综合管理曰抓
细抓实渔船管理服务组织建设曰全力做好海上渔船安全生产管
控袁抓好问题隐患清单和制度措施清单落实尧督查制度细化实
施以及应急体系与能力建设等工作袁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
大胜利召开遥

就贯彻落实会议精神袁吴海燕指出袁要认真学习领会会议
内容袁悟深悟透会议精神袁全面贯彻落实遥 对于通报问题袁要认
真对照袁排出任务清单袁举一反三袁查漏补缺遥 要织密疫情防控
网袁深入渔船渔民进行广泛动员宣传袁消除侥幸心理袁确保全县
渔业安全生产形势平稳遥

县组织收视全省海洋渔业
安全生产工作视频会议实况

阳春三月袁 全县广大干群正在全力以赴做好疫情
防控各项工作遥 在核酸检测一线袁在小区卡口袁在入射
路口噎噎都留下野志愿红冶抗击疫情的身影袁志愿者们
正在用自己的无私大爱唱响新时代的野奉献之歌冶遥

防控野疫线冶考验志愿者野未来党性冶
野麻烦测下体温袁出示一下健康码尧行程码遥冶野您好袁

请您戴好口罩遥 冶噎噎在省道 329 阜宁与我县交界处袁入
党积极分子志愿者王林正对来射返射车辆和人员进行
认真查验袁履行自己的志愿服务承诺遥

自今年 2 月下旬全国多地出现新增新冠肺炎本土
确诊病例以来袁 我县第一时间传达疫情防控最新要求袁
发出野在疫情防控一线观察识别党的后备力量袁提升发
展党员质量冶的号召袁一大批入党申请人尧入党积极分子
和发展对象主动请缨袁愿随时听候调令袁奔赴防疫一线袁
积极向党组织靠拢遥

本轮疫情发生以来袁部分高速公路收费站出入口临
时封闭袁机场路来往车辆明显增多袁从盐城尧大丰等方向
驶入我县车辆查验工作便成了我县交通条线防疫工作
的重点遥 全县入党积极分子尧发展对象闻令而动袁24 小

时值守在机场路射阳南入口处袁 在党员的传帮带下袁有
组织尧讲纪律尧高效率地完成各项任务袁为全县广大干群
守好射阳南大门遥

志愿者野铁脚板冶构筑防疫野铜墙铁壁冶
野您好浴请问近期有家人从中高风险地区回来的吗钥

有没有人出现发热症状钥 冶连日来袁城东社区工作者尧网
格员组成小分队袁既当排查员袁又当宣传员袁逐门逐户开
展野敲门行动冶袁力争做到底数清尧情况明袁重点排查中高
风险地区来射返射人员袁积极宣传最新防疫政策遥

该社区工作人员尧 网格员们还深入一线开展门店尧
超市和商铺疫情防控检查工作袁加大对沿街商铺疫情知
识宣传力度遥据了解袁为落实落细信息上报工作袁该社区
所有工作人员化身野红马甲冶袁分赴辖区各地助力防疫工
作袁开展网格化排查袁细致询问尧摸清情况袁用野铁脚板冶
筑牢疫情防控野屏障冶遥

野公共场所人流量大袁戴口罩尧查二码尧测体温袁一个
都不能少遥冶在朝阳社区附近袁志愿者杨敏每天拿着一本
登记册袁与社区工作人员一起袁挨家挨户上门宣传疫情
防控措施遥 杨敏叮嘱餐饮店主一定要做好疫情防控工

作遥同样的问题袁她每到一户商户就会问一遍袁严格做到
不漏一户一人袁织密疫情野防控网冶遥

公职人员野红马甲冶华丽转身野守门员冶
野这位大姐袁麻烦测量下体温遥 冶野阿姨袁你出门买菜

别忘记戴口罩哦浴冶这两天袁在县城一无物业小区出入口
处袁 县税务局的志愿者正在劝导往来居民自觉佩戴口
罩曰同样袁量体温尧查二码尧登记外来人员噎噎在全县大
小无物业小区袁野志愿红冶们忙得马不停蹄遥面对疫情袁机
关尧企事业单位党员干部火线集结袁陆续下沉社区一线袁
化身野守门员冶袁与社区工作人员并肩作战袁缓解了社区
人手不够的燃眉之急袁 共同筑成疫情防控的 野铜墙铁
壁冶遥

社区是联防联控的主战场袁一些无物业管理的老旧
小区袁存在安保力量薄弱尧出入口多且分散等问题遥为织
密基层社区防控网袁我县调动多方力量袁对城区所有无
物业小区采取封闭管理袁通过严格进出通道管控尧严控
车辆进入管理尧逢人二码联查等举措袁筑牢城区无物业
小区疫情防控野堡垒冶遥

“志愿红”吹响疫情防控“集结号”
本报记者 李文华

本报讯渊通讯员 袁青 成麟祥冤今年以来,盘湾镇全力推
进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安全生产环
境遥

强化日常管控遥 该镇以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行动为
契机,加强源头治理,以日常监察执法为抓手,以专项和重点监察
执法为突破口,采取全覆盖检查方式,重点检查企业安全管理制
度制定尧应急物资配备等方面情况,督促企业加强日常管理,发现
隐患及时整改,切实提升整体安全水平遥

强化联合管控遥 该镇组织人员对辖区内存在安全隐患的企
业开展联合检查,查处隐患 5 起,针对其违法行为,各相关部门周
密部署协作配合,按期完成对该企业的执法与隐患整改遥

强化教育管控遥 该镇召开安全执法警示教育会议,发放企业
常见重大风险隐患及安全生产问题清单,要求企业对症下药尧自
查自改遥 与企业管理人员进行面对面谈话,现场了解企业所想所
需,现场答疑解惑,现场指导整改,把企业原本的野不会改尧不想
改冶思想打消掉,变为野我要改尧必须改冶,达到双赢遥

盘湾镇

强化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本报讯渊通讯员 侍昌平 记者 张慎传冤清明祭英烈袁壮
志捍山河遥 4 月 2 日上午袁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局机关和县拥
军优属协会的青年志愿者袁在县烈士陵园开展野2022窑奋进窑清明
祭英烈冶代为祭扫活动遥

在活动现场袁志愿者们根据烈士亲属要求袁认真擦拭墓碑尧
清扫周边环境尧修剪草坪和树木尧代读祭文尧鞠躬尧敬献鲜花袁并
将活动全过程录制成小视频发送给烈士亲属袁 以亲情服务暖心
烈士亲属袁为烈士亲属提供精神慰藉遥

据了解袁为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烈士祭扫工作袁避免现场祭
扫人群聚集袁今年清明期间袁我县各祭扫英烈活动场所不组织尧
不接待社会各界集中祭扫纪念活动遥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第一时
间组织传达学习上级精神袁严格落实疫情期间各项工作要求袁并
结合工作实际研究制定落实措施袁发布叶2022窑奋进窑网上祭英烈
活动曳公告袁向烈士亲属提供野代为祭扫和委托祭扫服务冶遥 通过
创新举措袁将线上祭扫与线下祭扫有序组织有机结合袁拓宽纪念
载体袁丰富祭扫活动内容遥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开展“代祭扫”活动

本报讯 渊通讯员 董峰 张建忠冤3 月上旬以来袁长荡镇残联
围绕上级疫情防控相关部署袁 和该镇防控办一起开展全镇残疾人
疫情防控工作袁为全镇残疾人筑牢疫情防控的野铜墙铁壁冶遥

宣传到户遥 组织各村残疾人专干和野好人冶志愿者以及小红帽
志愿者靠前服务袁千方百计为残疾人排忧解难曰通过野小喇叭冶以及
微信群尧抖音直播等形式广泛宣传戴口罩尧不聚集尧勤洗手尧常通风
等疫情防控常识袁做到一户不漏遥

服务到家遥 组织村渊社区冤残疾人专干袁下沉一线尧服务残疾人
群众袁积极投身疫情防控工作袁对不能出门的残疾人实行登门服务曰
及时协调村(社区)帮助残疾人解决生活需求尧防疫物资尧就医用药
等困难袁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残疾人基本生活的影响遥

督查到人遥 组织相关人员到村渊社区冤督查残疾人以及其监护
人核酸检测尧疫苗接种尧防控措施落实等情况袁做到野一户不漏袁一人
不差冶曰通过实地检查尧听取汇报尧查阅档案等方式袁详细了解各村
渊社区冤残疾人疫情防控流程尧制度尧措施尧消杀等工作情况袁并对进
一步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提出要求遥

长荡镇

筑起残疾人疫情防控“铜墙铁壁”

本报讯渊记者 杨向东 通讯员 居文俊冤日前袁合德镇人大
主席团组织部分县镇人大代表来到该镇疫情防控第一线袁 慰问看
望坚守疫情防控一线的工作人员袁对野疫冶线工作者们不畏艰险尧冲
锋在前的精神表示敬意遥

当日上午袁县人大代表尧合德镇人大主席刘皓袁县人大代表尧县
名酒行老板陈凤莲袁县人大代表尧县助残会会长董标袁县人大代表尧
交通路社区居民任一萍一行来到了陈洋高速公路合德卡口点袁慰
问坚守在疫情防控一线的工作人员袁为他们送去苹果尧茶杯尧富硒
无菌鸡蛋尧 饮品等生活物资遥 代表们在了解卡口的工作性质的同
时袁细心叮嘱工作人员袁不但要开展好疫情防控工作袁更要注意自
身防护袁保暖防寒遥

野感谢你们在一线 24 小时为我们的平安而值守袁有了你们袁我
们才能过得安心遥 冶在该镇维也纳 3 好酒店隔离点袁参与捐赠的工
作人员任一萍感激地向在隔离点值守的工作人员陈随园说遥 代表
们对大家持续坚守的敬业精神给予高度赞扬袁 并叮嘱防疫一线工
作人员在工作期间一定要加强自身防护袁合理安排执勤轮守袁防止
疲劳作战袁确保打赢疫情防控硬战遥

野在疫情防疫关键时刻袁你们舍小家为大家袁义无反顾地奋战
在疫情防控第一线袁是一群逆行而上的勇士遥 冶在该镇锦江之星酒
店隔离点袁陈凤莲向该镇现场服务人员表示敬意袁并希望大家在做
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袁做好个人防护袁保护好自身安全袁严格落
实各项防控措施袁坚决打赢这场野防疫战冶遥

据悉袁这次活动袁共捐赠苹果尧茶杯尧富硒无菌鸡蛋尧饮品各 50份遥

合德镇人大代表

“疫”线慰问显真情

本报讯 渊通讯员 顾瑾丽 王荣 记者 杨向东冤野有请防疫
一线的耶逆行者爷吃午餐袁感谢你们为了黄沙港的安危而日夜守护袁
你们辛苦了! 冶4 月 2 日中午袁正当黄沙港镇各疫情防控点的驻守人
员感到饥肠辘辘之时袁 身着红马甲的县农水集团渔业发展有限公
司的志愿者来到黄沙港镇的 9 个疫情防控卡口点袁 为防疫一线的
工作人员送来了煎鱼饼尧茄汁鱼丸尧炒鱼面等爱心午餐遥

面对日益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袁黄沙港镇的志愿者尧工作人
员舍小家尧为大家袁冒着危险逆行冲在防疫一线袁在该镇各个路
口筑起一道道安全防线袁他们昼夜奋战尧不辞辛劳地坚守疫情防
控工作岗位袁守护着人民群众的安全遥

野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袁 正是有了这些党员干部奋战一
线袁我们的安全才得到保障袁作为企业袁我们有责任尧有义务在做
好单位防疫工作的同时袁为疫情防控工作尽绵薄之力遥 冶县农水
集团副总经理王祚茂在向野逆行者冶们送去关怀的同时袁提醒他
们要保护自身健康安全遥

据了解袁 县农水集团渔业发展有限公司共为黄沙港镇 9 个
疫情防控卡口的一线工作人员送去 100 余份爱心午餐袁 总价值
约 6000 元遥用实际行动表达了对该镇防疫人员的衷心感谢和对
疫情防控工作的支持遥

县渔业公司

情暖“疫线”“逆行者”

本报讯 渊通讯员 陈冬平冤4 月 2 日下午袁南
京卫岗乳业射阳总代理顾云生来到县委党校疫情
防控隔离点袁 将价值 20000 元的 400 箱牛奶捐送
到县援手志愿服务队负责人严学友的手中袁 全权
委托他将这些牛奶送到疫情防控隔离点的工作人
员手中遥今年 3 月份以来袁新冠病毒疫情呈多点散
发状态袁防控形势异常严峻袁顾云生深感一线防疫

人员的辛勤劳动与无私奉献袁 主动与县援手志愿
服务队联系袁捐献牛奶以表敬意遥

在捐赠现场袁 顾云生告诉笔者院野目前新冠疫
情多点散发袁防控压力巨大袁集中隔离点的工作人
员夜以继日袁认真工作袁他们是射阳人民健康福祉
的守护神袁我今天捐赠这点牛奶给他们袁就是表达
一下我们社会大众对他们的敬意遥 冶

爱心企业捐赠四百箱牛奶助抗疫

野孙书记啊袁请问疫苗接种第三针什么时候打
啊钥 冶

野今天已经开始打了袁考虑到人多袁需排队等
候遥 您腿脚不便袁待下一批疫苗接种时袁我用车子
把你送到海通卫生院接种疫苗遥 冶

4 月 1 日中午袁 县农牧渔业总公司一管区 86
岁的徐兆云老人从野防疫亲情联系卡冶上找到一管
区党支部书记尧网格员孙彦玲的电话号码拨通后袁
询问疫苗接种事宜遥

为便于群众及时了解疫情防控动态管理信
息袁县农牧渔业总公司制作了野防疫亲情联系卡冶袁
将公司疫情防控总负责人尧分工负责人尧网格长尧
网格员等人的联系方式印在卡上遥野防疫亲情联系
卡冶一户一卡袁全公司 671 户群众发放全覆盖袁架

起了公司与群众疫情防控野连心桥冶遥
3 月 30 日下午 5 时许袁四管区养殖户周健通

过亲情卡电话联系方式袁向网格员邹进反映袁邻居
张某某姐弟俩因母亲生病袁 正在从无锡往回赶的
路上遥得知这一信息后袁该公司四管区负责人立即
与张某某通了电话袁 嘱吿其到家后必须遵从疫情
防控管理遥当张某某姐弟俩一到家袁管理区就及时
对他们采取了野3+11冶居家隔离措施遥

亲情卡上有温度
本报通讯员 陈建康

在村级疫情防控工作中袁野全国优秀乡村医生冶野最美射阳
人冶洋马镇北邗村卫生室负责人温高玉身先士卒袁利用卫生室
窗口平台袁向村民广泛宣传疫情防控和卫生保洁常识遥

冯小雨 摄

清明节期间袁 全县各镇
区部门尧 中小学纷纷倡导开
展鲜花祭奠尧植树祭奠尧网上
祭祀活动袁 倡树文明祭祀新
风遥

左图为射阳经济开发区
后湾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志
愿者正在向村民宣传文明祭
祀方式遥

颜柳 摄

下图为海河小学少先队
队员在对抗日战争中在海河
境内因抗击日寇汽艇而光荣
捐躯的十八烈士进行网上祭
奠遥

陈德忠 摄

上图为四明镇组织开展
野志愿代祭扫 遥寄相思情冶志
愿服务活动袁 为疫情防控期
间不能到现场祭扫逝者的亲
友完成祭扫心愿遥

张永成 摄

渊上接一版冤 努力为稳定全国宏观经济大盘当好重
要压舱石袁坚决扛起野争当表率尧争做示范尧走在前
列冶光荣使命袁奋力谱写野强富美高冶新江苏现代化
建设新篇章袁 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
开遥

省会结束后袁我市随即召开续会部署贯彻落实
工作遥 市会强调袁各地各部门要清醒认识当前严峻
形势袁 不折不扣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市工作要
求袁咬紧牙关尧克服困难袁把各项防控措施落实落细
落到位袁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遥 要严上加严守
住交通卡口袁紧盯重点方向尧重点人群袁进一步压实
属地管理责任袁严格落实货运车辆尧渔船闭环管理袁
坚决守牢野外防输入冶防线遥要坚持问题导向堵塞漏
洞袁通过复盘反思尧研究对策袁拧紧闭环责任链条袁
对在外就医返盐人员从严落实转运隔离救治等措
施袁对在校人员要摸清底数尧精准管控袁进一步织密
织牢疫情防控网遥 要多措并举提高防控能力袁把能
力建设放在更加突出位置袁进一步加强核酸检测力

量储备袁规范高效建设好隔离点和方舱医院袁为疫
情防控提供有力支撑遥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尧环保尧
稳定袁以更有力举措抓好生态环保督察整改袁全力
以赴落实各项稳增长举措袁确保经济平稳运行和社
会和谐稳定遥

市会还对近日强对流性天气防范应对工作作
出部署遥

就贯彻落实省尧市会议精神袁吴冈玉强调袁要时
刻绷紧外防输入这根弦袁坚决把好高速公路尧内河
航道尧渔港码头等交通卡口袁严格落实野逢车渊船冤必
查尧逢人必检冶要求袁织密扎牢疫情输入防控网遥 要
盯住重点场所袁管住重点人员袁充分发挥发热门诊尧
药店等各类野哨点冶作用袁压实野四方责任冶袁落实野四
早冶要求袁坚决堵住各类风险漏洞遥要持续提升应急
处置能力袁提速推进集中隔离点尧核酸检测基地建
设袁做好物资储备袁加强规范运行袁牢牢把握疫情防
控主动权遥要坚持问题导向袁强化督导检查袁查漏补
缺尧补齐短板袁不断筑牢疫情防控的坚实屏障遥

县收视省委常委会暨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领导小组会议尧全市疫情防控工作视频调度会议实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