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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11 日晚，在收听收看省疫情联防联控

指挥部会议后，市委副书记、市长周斌主持召开全

市疫情防控工作视频调度会，分析当前疫情形势，

专题研究学校疫情防控工作，部署全市防控重点

任务。我县在县行政中心二楼会议室设分会场组

织收听收看视频会议实况，县委书记吴冈玉、县政

协主席邱德兵出席射阳分会场会议。

◆4月 11 日下午，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平

一行来我县检查《环境保护法》贯彻实施情况。副

市长蒋巍、市政府副秘书长张波参加检查，县委书

记吴冈玉、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崔晓荣陪同。

◆4月 12 日 ，市委副书记、统战部部长羊维

达率队来射调研春耕备耕、农产品保供促销等工

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市委

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对标先进、看齐一流，发挥基

础优势，打造特色亮点，为全市更富成效推动农业

农村现代化贡献硬核力量。县委书记吴冈玉、县委

副书记孙庆树陪同。

◆4月 12日，市委副书记、统战部部长羊维达

来射调研环境信访问题。他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警醒反思，

坚决有力、从严从实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查交办

件的整改落实，为盐城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作

出射阳贡献。县委书记吴冈玉、县委副书记孙庆树

陪同。

◆4月 13 日，副市长唐敬来我县调研疫情防

控、工业运行、项目推进等工作时强调，要坚持稳

字当头、稳中求进，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在落实落细各项疫情防控措施的同时，强化

精准施策，扎实做好项目引建、助企纾困，全力保

障经济平稳运行，为勇当沿海地区高质量发展排

头兵提供有力支撑。县委书记吴冈玉参加调研。

◆4月 13 日晚，在收听收看省市疫情防控工

作视频调度会议后，县委书记吴冈玉主持召开续

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

防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

市委最新决策部署，时刻保持备战状态，咬定目

标、铆足干劲，统筹应急处置和常态化防控，争分

夺秒推进各项工作，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县

政协主席邱德兵出席会议。

◆4月 14日，县委副书记、县长王宁在调研全

县防汛防洪工作时强调，汛期将至，各镇区、各相

关部门要高度重视防汛防洪工作，以最严的标准

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位，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

绎1989 年 4 月 14 日袁 射阳港千吨级高桩码
头通过验收并交付使用袁年吞吐量 60 万吨遥

绎1992 年 4 月 12 日袁射阳县 4000 门程控电
话网络于零时开通袁电话号码由 4 位升至 6 位遥

绎1997 年 4 月 16 日袁 县政府安居工程发鸿
街三期改造建设工程奠基遥

绎2000 年 4 月 13 日袁 全国蒜薹产销协调会
议在我县召开遥

绎2006 年 4 月 18 日袁 射阳汽车客运站建设
项目奠基仪式举行遥

绎2009 年 4 月 16要17 日袁 全省渔民专业合
作经济组织发展推进会在射阳召开遥

绎2011 年 4 月 13 日袁 台湾纺织产业及纺研
所参访团到射阳考察遥

绎2018 年 4 月 17 日袁 江苏省林业局副巡视
员葛明宏一行来射调研春季林业工作遥

绎2018 年 4 月 17 日袁 澳大利亚拉特罗布市
议会经济发展部负责人布鲁斯窑彼得窑康诺利一行
来射考察遥

绎2019 年 4 月 16 日袁野美丽临海 花漾春天冶
2019 首届海棠旅游文化节在临海农场海棠科技
产业园开幕遥

绎2021 年 4 月 12 日袁射阳龙源 40 万千瓦海
上风电项目成功实现全容量投产遥

绎2021 年 4 月 14 日上午袁 全国人大常委会
委员尧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
宪魁一行来射开展粮食生产和深化农村集体产权
制度改革专题调研遥

本报讯渊记者 杨兰玲 彭岭冤4 月 14 日晚袁在收听
收看省疫情联防联控指挥部会议后袁市委副书记尧市长周
斌主持召开全市疫情防控工作视频调度会袁 坚决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袁按照省委尧
省政府的工作要求袁坚持人民至上尧生命至上袁稳字当头尧
稳中求进袁进一步织密扎牢野外防输入尧内防反弹冶疫情防
控网袁努力用最小的代价实现最大的防控效果袁奋力夺取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野双胜利冶遥 我县在县行政中心
二楼会议室设分会场组织收听收看视频会议实况遥 县委
书记吴冈玉尧 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崔晓荣出席射阳分会场
会议遥

周斌指出袁面对当前严峻复杂的疫情防控形势袁各地
各部门要毫不放松抓好疫情防控这项野国之大者冶袁上下
同心尧坚定信心袁坚持野外防输入尧内防反弹冶总策略和野动
态清零冶总方针不动摇袁压实野四方冶责任袁落实野四早冶措
施袁不断巩固来之不易的防控成果遥 要坚持两手抓尧两手
硬袁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尧安全环保稳定袁
加强经济运行监测调度尧确保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袁开

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尧坚决守住安全发展底线袁压实
责任举一反三尧 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落
实遥

周斌指出袁要突出防控重点袁坚决打赢疫情防控战袁
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遥 要扎实抓好来盐
返盐人员报备管理和全程管控袁坚持关口前移袁第一时间
人数查清尧状态查明袁严格落实闭环管理措施袁确保人员
可控尧风险可控遥 要切实加强服务区和查验点闭环管理袁
严格落实工作要求袁迅速配齐力量袁优化查验流程袁强化
个人防护袁狠抓督查检查袁做好服务保障袁进一步织密扎
牢外防输入防线遥 要加快提升应急处置能力袁以野演冶筑
防尧以野练冶备战袁进一步提高检测能力尧优化应急预案尧增
强保供能力袁确保遇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处置遥

周斌强调袁要更加关注民生袁确保群众正常生产生活
平稳有序遥 市 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是市民反映困难
的重要渠道袁要充分发挥野12345冶总客服尧连心桥作用袁各
板块设立专门机构袁认真分析研究袁及时回应百姓诉求袁
努力帮助解决实际困难遥 要全力以赴保障农产品外销畅

通袁用好市场化机制袁建强经纪人队伍袁更广拓展物流渠
道袁确保重要生产生活物资价格稳定尧供应充足遥 要千方
百计帮助市场主体纾困解难袁深入开展野进万企解难题尧
稳增长促转型冶活动袁真正把好政策送到企业手上袁让企
业真切感受到党和政府温暖袁 持续优化具有盐城特色的
营商环境遥

就贯彻落实会议精神袁做好我县疫情防控工作袁吴冈
玉强调袁要坚持科学精准防控袁合理调配交通道口查验点
力量袁严格做好自我防护袁规范管理健康驿站袁落实闭环
管控要求袁确保责任无缺失尧管理无漏洞遥 要强化社会面
宣传袁用好宣传载体袁创新宣传形式袁及时准确宣传解读
疫情防控最新政策要求袁营造群防群控的浓厚氛围遥 要强
化系统思维袁统筹做好经济运行尧纾困助企尧安全生产尧环
保督察各项工作袁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野双
胜利冶遥

县领导陈俊尧付阳尧吴海燕尧刘成志尧陶晓林尧李东参
加射阳分会场会议遥

县收听收看省市疫情防控工作视频调度会
吴冈玉崔晓荣出席射阳分会场会议

本报讯 渊记者 张慎传 通讯员 张同祥
张建忠冤近日袁我县临海镇七旬患癌老人付强因自
费打造乡村野家庭文化活动室冶的先进事迹袁光荣
当选 2022 年一季度助人为乐类野盐城好人冶遥

付强袁临海镇八大家社区居民遥 2004 年袁不幸
患上牙龈癌袁2016 年手术后虽控制了病情袁但面部
留下残疾遥 感念于此袁他腾出自家 4 间门面房袁自
费 4 万余元购置活动器材与书籍袁办起野付强家庭
文化活动室冶袁设有农家书屋尧棋牌休闲室尧体育活
动室等遥 目前农家书屋藏书 4000 多册袁在农闲和
阴雨天村民都会来这里读书看报曰 体育活动室里
的两张乒乓球台尧一张台球桌成为最抢手的项目曰
棋牌室里袁象棋对弈紧张热烈曰每周六的野周周民
乐汇冶袁农民声乐队吹拉弹奏出新时代农村的文明
新风遥 多年来袁付强的野家庭文化活动室冶共接待阅
读书刊 5200 多人次尧体育活动 3600 余人次尧各类
比赛和演出活动 47 场次袁为周围村民们构建了新
时代的精神文化家园遥

付强当选一季度野盐城好人冶

本报讯渊通讯员 陈鹏飞 戴超 记者 徐武星冤
近期袁我县与中车时代新材野云端冶会晤遥 野射阳优越的
资源条件尧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前瞻的发展规划袁更加坚
定了中车与射阳深度合作的信心遥 冶株洲时代新材料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彭华文说袁 公司将大力推动二
期项目建设力度袁 争取成为射阳国际海上风电产业新
城建设的参与者尧推动者遥

一手抢抓生产袁一手严抓疫情防控遥 位于射阳港经
济开发区的江苏长风海洋装备制造有限公司车间袁钢
板切割尧焊接等各工序有条不紊曰车间外袁戴着手套和
口罩的工人正忙着喷漆吊运导管架袁一派繁忙景象遥 今
年以来袁企业在手订单充足袁承接了 4.5 万吨的钢管桩
和 6 万吨的钢结构生产任务遥

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袁拼的是高效率遥 野这种钢
管桩长达 110 米袁重 1500 吨遥 生产这样一根钢管桩要
经历材料检验尧切割尧卷圆等多道复杂工序袁而我们公
司只需 28 天就能生产出来遥 冶企业总经理陈建华说袁只
有掌握核心技术才能在市场中站稳脚跟遥

在盐城弗迪电池项目施工现场袁起重机巨臂挥舞袁
运输车来往穿梭遥 作为投资超百亿元的重大项目袁该项
目主要从事新能源电池及相关配套产业的制造与研
发袁规划年产 15GWh 新能源动力电池遥 该项目第一时
间组织全体劳务工人和项目管理人员进行核酸检测袁
组织全体工人重新建立野一人一档冶袁及时更新进场工
人信息袁多措并举织牢疫情防控网遥

位于射阳经济开发区电子信息产业园的盐城科羿
通讯科技有限公司袁自动化生产设备高速运转袁戴着口
罩的工人们正有条不紊地操作机器遥 科羿通讯总投资
9 亿元袁全部投产后袁可年产 5000 万件 3C 消费电子产
品尧20 万套医疗器械结构件尧10 万件汽车电子金属零
部件遥 企业副总经理聂群芳说袁野暂时的疫情不会阻挡
企业发展的脚步袁公司发展一定能持续向好遥 冶

我县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袁扎实做好野六
稳冶野六保冶工作袁千方百计惠企尧稳企尧安企袁筑牢疫情
防控和企业生产野双防线冶遥

我县筑牢防疫生产双防线

野这个高速建好了袁不仅大大缩
短了子女从盐城回来看我们的时
间袁在我们思念子女的时候袁也无形
中拉近了我们的距离袁 心里想想都
觉得甜遥 冶日前袁家住兴桥镇安南村
七组的村民刘杰华袁 看着屋后正在
加紧施工的盐射高速高兴地说袁野每
天看着他们忙碌袁 我们也是充满了
期待遥 冶

刘杰华的家就住在盐射高速
SYJQ-2 标段路基面施工段的旁
边袁 近期他看到最多的就是几十名
工程建设者每天操作着机械设备袁
对检验合格的路段进行垫层施工遥
技术人员标记底基层边缘高度尧机
器堆料分层尧工人辅助平地机摊铺尧
压路机平整地面尧 洒水车跟紧后续
作业袁忙碌而有序地施工遥

野路面标一共分为面层尧基层尧
地层袁 现在我们正处于基层施工袁 每天早六点晚六
点袁安排两个摊铺机袁并配足运输车辆和人力加班加
点赶进度袁 每天大约完成一公里左右遥 冶 盐射高速
SYJQ-2 标段项目经理朱宏奎介绍袁目前盐射高速工
程的桥面铺装尧 涵洞通道工程和路基正线已经全部
完成施工袁正加大人力物力攻克路面标的施工袁确保
项目高质量如期完成遥

据了解袁 盐射高速 SYJQ-2 标段工程由中铁十
九局集团有限公司承建袁今年受到疫情影响袁对工期
影响较大遥 自年后复工以来袁项目承建方一方面严格
落实疫情防控相关要求袁对工地在岗人员实行野封闭
式冶管理袁每日对工人进行核酸检测袁并对外来人员
和车辆实行登记和管控曰另一方面增加设备和人员袁
严格控制运输尧铺设尧碾压及检测等各个环节袁从时
间节点到工序进度明确到责任人袁全力以赴尧狠抓推
进袁确保工程如期竣工遥

盐射高速作为全省第一条以县为主体建设的高
速袁是省政府高速公路投资体制改革的试点项目袁更
是我县加快构建综合立体交通体系的标志性工程遥
项目东起日月岛袁西接沈海高速袁全长 22.5 公里袁设
置 3 个出口袁设计时速为 120 公里袁总投资达 24.5 亿
元遥 项目通车后袁将与盐城高速高铁网无缝对接袁全
面融入上海 1.5 小时尧南京 2 小时尧北京 3 小时经济
圈遥 在推进射阳交通高质量发展的同时袁将带动我县
经济和旅游业的发展袁 让向海图强的交通成果率先
惠及全县人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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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袁我县牢牢把握安全
发展主题主线袁突出管理质量提
升袁强化责任制落实袁紧紧围绕
安全生产工作袁把排查整治与建
章立制相结合袁牢固树立野以人
为本尧科学发展冶的安全工作理
念袁 确保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
好袁为推动全县高质量发展提供
坚实的安全保障遥

上图为县应急管理局工作
人员正在检查安全台账遥

左图为县渔政工作人员正
在检查渔船消防安全遥

吴贵民 王荣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