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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淤为超市工作人员在进
行消杀作业遥

图于为志愿者在测量市民
体温遥

图盂为超市工作人员在为
市民打包外送商品遥

吴贵民 摄

野2021 年提前达标尧2022 年提优提升尧2023 年决战决
胜噎噎冶这是我县在被中央文明办确定为全国文明城市提
名城市后袁县委尧县政府提出的总体布局遥 步入 2022 年袁我
县吹响打赢创建全国文明城市野攻坚提优战冶冲锋号袁全县
上下正以更高的要求尧更严的标准尧更大的力度袁高质量推
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遥

如今袁漫步射阳城区袁街道干净整洁院走进乡村袁屋舍俨
然尧鸟鸣如歌噎噎映入眼帘的是一幅世外桃源的美景袁扑面
而来的是沁人心脾文明气息遥

坚持系统创建 提优城乡硬件基础
野灯明尧墙净尧路平尧景美冶袁相较之前的居住环境袁永胜

小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遥 在全县老旧小区改造行动
中袁该小区通过修种绿化尧平整路面尧拆除违建尧增设车位袁
不断改善小区配套设施袁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遥 野现在袁小
区旧貌换新颜遥 就拿车位来说袁以前停车都靠抢袁现在每家
每户门口可以停两辆车袁车位肯定够用遥 冶永胜小区居民顾
先生真切感受到改造行动带来的变化遥 大刀阔斧推进棚户
区尧老旧小区改造袁是我县创文 6 个专项整治行动的重要内
容遥2021 年底袁我县共完成 21 个片区老旧小区改造尧5 个农
贸市场智慧化改造袁新改建 15 个口袋公园遥 今年还将完成
11 个片区老旧小区尧2000 户棚户区改造遥

春日暖阳透过枝丫与树叶的缝隙惬意地洒向光亮整洁
的路面袁 早起沿着小洋河栈道散步遛狗的黎丽丽望着碧波
荡漾的河水袁呼吸清新甘甜的空气袁耳边响起鸟儿啼鸣遥 她
表示院野相比以前袁如今的小洋河水清岸绿袁在这里散步心情
舒畅了许多遥 冶

近年来袁我县加大对水环境的治理力度袁按照野河畅尧
水清尧岸绿尧景美冶的整治目标袁曾经臭味熏天的小洋河已
换了野新颜冶袁滨水步道成为县城亮丽风景线遥 截至目前袁
全县累计整治黑臭河道 31 条袁建成生活垃圾分类小区 82
个遥

最是难忘老城区袁最具情怀是老街遥 射阳老街见证了
一代人的记忆袁是一座城市的活的野印记冶遥 但历经岁月洗
礼的老街已变得斑驳袁路面破碎尧停车困难尧环境污染严
重噎噎为此袁我县在城市整体发展中袁将射阳老街提升改
造工程放在重要位置遥 目前袁改造提升后的朝阳街已变身
集旅游购物尧城市管理为一体的野网红冶打卡地袁在这里轻
点手机小程序便可随时查看街道情况袁 街区设置的 22 根
智能灯杆具备天气预报尧环境监测尧一键报警尧USB 接口
等功能袁既实用又暖心遥

每当夜幕降临袁恒隆广场尧朝阳特色街区尧吾悦广场尧
趣伏里尧小洋河两岸便成为欢乐的海洋袁忙碌一天的人们
在这里放松休闲袁妇女们跳着欢快的舞蹈袁老人们或悠然
下棋或健身锻炼袁孩子们追逐嬉闹袁霓虹灯晕染夜空遥

发挥典型引领 丰润道德文化滋养
百余年前袁民族实业家张謇在这里垦荒植棉尧兴办实

业袁留下野合资垦殖袁德施于民冶的美谈曰抗战期间袁华中工
委在这里领导军民浴血奋战尧英勇支前袁留下野拥军爱民袁
军民鱼水冶的深情曰新中国成立后袁生态卫士徐秀娟在这

里舍命护鹤尧感动四方袁留下野保护生态袁珍爱动物冶的生
命赞歌噎噎无数先辈的感人事迹点亮射阳这座城市的野精
神之火冶袁 成就射阳厚德向善的文化风尚袁 持续引领这座
野有爱小城冶永续向前遥

野学习雷锋好榜样袁忠于革命忠于党噎噎冶铿锵有力的
旋律尧朴素的歌词袁乘着三月全县学雷锋的风潮袁唱遍鹤
乡大街小巷遥 日前袁在临海镇双洋社区举行的野学雷锋新
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冶活动现场袁野唱雷锋尧讲雷锋尧学
雷锋冶等形式多样的环节有序开展遥 野我们传承雷锋精神袁
从小事做起袁在工作生活中要助人为乐尧无私奉献袁争当一
名优秀的精神火炬手遥 冶志愿者如是说遥

厚德向善的文明基因已悄然融进射阳人民的骨血中遥
前不久袁县红十字会举行欢送仪式袁志愿者刘军毅然奔赴
泰州捐献造血干细胞遥这是继吴少雨之后袁我县第 12 例造
血干细胞捐献者遥 近年来袁各级各类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
不断涌现袁全县先后有 9 人当选中国好人袁85 人次获得省
市好人和道德模范荣誉称号袁810 人获评野最美射阳人冶遥

为讲好野温情故事冶袁厚植道德文化土壤袁我县大力推
进野有爱射阳冶道德风尚高地建设袁积极培树身边各类道
德典型袁 建立先进典型培树联席会议制度袁 健全发现尧培
树尧学习机制袁将好人培树纳入精神文明建设考核遥 在县
城建成野好人长廊尧好人馆冶宣传阵地袁城乡广设野有爱射
阳窑最美鹤乡冶善行义举榜袁对 1500 多个身边好人事迹精
神进行常态化展示遥 同时袁制定出台叶射阳县帮扶礼遇道
德典型实施办法曳袁制度化褒奖善行义举袁让野好人冶在奉
献社会的同时得到社会的关爱袁鲜明体现好人有好报的价
值导向遥

(下转二版)

文明新风沫鹤乡
要要要 我县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综述

本报记者 高陈斌 通讯员 董晔华

本报讯渊记者 吴炘恒冤4 月 18 日下午袁全省防汛抗
旱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袁 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防汛抗旱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袁认
真落实李克强总理批示要求和全国防汛抗旱工作电视电
话会议部署袁按照省委常委会会议要求袁分析形势尧明确
任务尧压实责任袁扎实做好全省防汛抗旱工作遥 省委书记
吴政隆作出批示袁省长尧省防指指挥许昆林出席会议并讲
话遥 我县在县行政中心二楼西会议室设立分会场组织收
听收看会议实况袁县委副书记尧县长王宁出席射阳分会场
会议遥

吴政隆在批示中强调袁今年我省防汛抗旱形势复杂遥
各级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和党中央尧国务院决策部署袁坚持人民至上尧生命至上袁坚

持稳字当头尧稳中求进袁提高政治站位袁强化风险意识袁树
牢底线思维袁压紧压实责任袁立足防大汛尧抗大旱尧抢大
险尧救大灾袁围绕隐患排查尧监测预警尧工程调度尧应急抢
险尧 物资储备等重点袁 全力抓好防汛抗旱抗台风各项工
作袁确保河湖安澜尧群众安全尧社会安宁袁为打起新使命尧
谱写新篇章提供有力保障袁 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
胜利召开遥

许昆林在讲话中强调袁全省各地各部门要未雨绸缪尧
充分准备尧扎实应对袁以更高标准尧更严要求尧更实举措抓
好各项工作袁坚决防范各类水旱灾害袁确保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遥 抢抓汛前有限时间扎实做好各项准备袁深入排
查消除隐患袁抓紧清理行洪障碍袁修订完善各类预案袁强
化应急保障措施遥 全力抓好大江大河大湖防汛袁长江突出
重点岸段监测预警尧提前预判坍江崩岸险情袁淮河注重蓄
泄巡防并重尧发挥水工程防洪保安和蓄水兴利作用袁太湖
围绕野两个确保冶目标强化防洪尧供水尧排涝尧蓝藻防控等
多目标统筹综合调度遥 要突出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防御袁
密切关注台风动向袁及时启动相关预案袁加强城市易涝区
风险分析和实时监测袁 落实重点部位和重要设备防护措
施袁 扎实抓好水库塘坝安全度汛遥 持续夯实水利工程基
础袁健全水灾害防御尧水资源调配尧水安全保障工程体系袁
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和农田水利建设袁 加快大中型灌区
现代化改造袁完善抗旱工程体系袁持续提升水利抗灾夺丰
收能力遥 要坚持党政同责袁提高决策指挥水平袁提升监测
预警能力袁严格执行防汛纪律袁坚决打赢防汛抗旱这场硬
仗遥

就贯彻落实省会议精神袁 扎实做好我县防汛抗旱工
作袁王宁要求袁各相关单位要深入排查度汛隐患袁对查出
的问题袁要逐一落实责任尧抓好整改袁确保不留一处死角袁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遥 要压实防汛责任袁重视
沿海防台工作袁在保证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袁确保在汛期
到来前完成沿海防台防洪工程建设遥 要仔细排查县城易
淹易涝积水点袁标点上图袁提前疏通雨水管网袁落实县城
防洪人员尧物资尧设备保障袁完善县城防汛应急预案袁建立
健全城市防洪标准体系袁切实提升城市防洪排涝能力遥 各
镇区要统筹做好辖区内防汛工作袁重抓圩区堤防巡查尧人
员物资落实尧病险工程维修等防范重点袁进一步加强水利
工程科学调度遥 应急管理部门要落实好应急救援尧灾后保
障等应急救灾体系建设袁确保一旦遇灾袁受灾群众能得到
及时救援尧妥善安置袁避免人员伤亡和次生灾害的发生曰
要在汛前组织做好防汛防台应急演练袁 检验工作实际成
效袁锻炼队伍实战能力遥

县领导梁明洲尧吴海燕参加射阳分会场会议遥

县收视全省防汛抗旱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实况
王宁出席射阳分会场会议

连日来袁为应对突发新冠肺炎疫情袁全县上下与时间赛跑袁尽锐
出击尧全力以赴袁落实落细野防扩散尧防外溢冶各项举措遥 防疫一线社区
工作人员不断扎牢基层防控网袁有序开展居民核酸采样尧物资保供等
工作遥

核酸检测展温情
近日袁在县城各小区核酸采样点尧社区文化广场等场所袁大喇叭尧

小音响成了野常客冶遥
野大爷袁请戴好口罩袁没有采集码的可以把身份证拿出来噎噎请

还没有做核酸检测的居民尽快下楼做核酸噎噎冶日前袁在合德镇虹亚
社区核酸采样点袁 社区工作人员张金鑫手持小喇叭组织居民下楼有
序进行核酸采样遥 尽管临近中午袁但大家严格遵循 1 米线防疫规定袁
有序排队遥 对于无法使用智能手机出示采样码的老人和孩子袁现场专
设身份证登记窗口袁为大家提供方便遥 野我们每天早上 5 点钟起床袁6
点钟开始和医护人员进行核酸检测准备工作袁 对社区老年人和行动
不便的居民袁采取上门采样的方式进行核酸采样遥 冶张金鑫告诉记者遥

工作人员的辛苦付出袁让有着医务工作经历的陈巍巍深受感动遥
野这白大褂不透气袁穿起来真的很难过袁还要戴着口罩袁所以说真的很
辛苦袁非常感谢他们的付出遥冶陈巍巍告诉记者遥与陈巍巍一起接受采
样的还有她 11 岁的女儿李梓萌袁野姐姐给我采样挺温柔的袁手法很熟
练袁没有感觉到难受遥 冶乖巧懂事的李梓萌在采样完成后还不忘向医
护人员道谢遥

据了解袁虹亚社区总人口 12000 余人袁下辖双龙兴村尧锦绣苑等 5
个小区袁共分为 8 个网格袁安排 21 名医护人员开展核酸采样遥 从早上
7 点钟到中午 12 点钟袁 医护人员的脸上被防护面罩和口罩勒出一道
道深痕遥

上门服务显关怀
野爷爷袁今天吃过饭没钥家里的菜储备得怎么样啊钥今天的核酸有

没有做呀钥 噎噎冶上午 11 时袁张金鑫在完成采样点位工作后袁赶到双
龙兴村 60 幢的 70 岁老人杨虎家中袁及时了解老人生活需要遥

在与老人沟通交流过程中袁 老人的妹妹杨淑梅打来视频慰问电
话遥 野我在无锡袁不放心我哥哥他们袁现在看到社区工作人员主动到我
哥哥家了解需求袁让我安心了许多遥 冶视频中袁陈淑梅在看到社区工作
人员时说遥

谈及社区疫情防控工作袁杨虎表示十分满意院野我们现在菜尧粮食
储备都有袁有需求社区也主动替我们代购袁非常关心老百姓的生活袁
感谢他们遥 冶

手里有粮袁心里有底遥 虹亚社区为保障居民粮食尧蔬菜供应袁规定
管控区居民每三天尧每户一人凭外出证购买生活必需品遥 对老弱病残
等特殊群体袁由社区志愿者统一采购并配送至单元门口袁在经过消毒
后错峰领取遥

店铺加班送温暖
目前袁根据防疫要求袁社区内各经营门店已经关张歇业袁经营熟

食店的赵先生感念社区工作人员连日来的艰辛袁中午时分袁为社区工
作人员送来可口的饭菜遥

野这几天袁我看小区里面帮我们做核酸的医护人员太辛苦袁就连
夜加班做卤肉袁昨天做了 100 多份袁给他们送过来遥 我们也是小区的
一员袁就是尽绵薄之力袁帮助大家共渡难关遥 冶卤三国熟食店老板赵祥
林如是说遥 下一步袁赵祥林将联合社区工作人员袁通过网格群对小区
内有需要的居民配送卤味袁丰富居民餐桌遥

据了解袁为有效抑制疫情在社区的扩散和蔓延袁虹亚社区第一时
间响应县防控办要求袁实施静态管理袁在小区出入口设置卡口点袁落
实 24 小时专人值守袁对外出人员和车辆进行严格管控袁落实亮码尧测
温尧登记等防疫规定遥 野保供人员尧防疫防控人员和防疫志愿者可凭通

行证尧核酸阴性证明袁
经过测温登记后进入
卡口袁 其他人员一律
不允许进入卡口遥 冶虹
亚社区党总支书记陈
广辉告诉记者遥

封控不封“爱”
本报记者 高陈斌 陆美静

本报讯渊记者 高陈斌冤物资保
供是决定抗疫成败的关键遥 连日来袁
县商务局积极协调供货渠道袁牵头做
好生活物资应急保供工作袁及时掌握
物资供求信息袁全力备足货源袁保障
市场供应袁护好居民野菜篮子冶野米袋
子冶野果盘子冶遥

4 月 19 日上午袁记者来到大润发
恒隆广场店尧苏果超市射阳店袁只见
各类新鲜蔬菜瓜果尧 方便速食食品尧
生鲜冷冻品的货架摆放得满满当当遥
野我们店目前一天蔬菜到货量 5 吨左
右尧肉类 1 吨左右尧禽类 1 吨左右袁基
本上能保证居民需求遥 冶大润发超市
总经理程义告诉记者袁下一步袁大润
发将进一步积极组织货源袁保障市民
日常生活所需遥

在超市门口袁市民们自觉佩戴口
罩袁保持安全距离袁在依次进行测量
体温尧核验出入凭证以及核酸检测信
息后进入超市遥 野我是拿着小区出入
证明来买菜的袁 家里的菜要吃光了袁
就过来看看袁蔬菜品种蛮丰富的遥 冶市
民杜金权在接受采访时说遥

上午 9 时许袁 一辆满载 10 余吨
蔬菜肉类的货车缓缓驶进苏果超市
卸货区袁 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卸货袁将
商品摆上货架供市民选购遥 野今天到
货的主要是蔬菜和肉类袁 像黄瓜尧土
豆尧洋葱还有一些绿叶菜袁我们每天
都会足量供应袁全力满足市民的基本生活需求遥冶苏果超市
射阳店店长周海峰向记者介绍道遥

据统计袁4 月 18 日袁 县城内正常运营的 5 家超市共
销售大米 7.3 吨尧蛋类 2.9 吨尧肉类 6.3 吨尧蔬菜 30 吨袁主
要农副产品消费稳定遥 库存大米 42 吨尧蛋类 5.5 吨尧肉类
10 吨尧蔬菜 40 吨袁库存充足遥 另有大米 52 吨尧蛋类 7.5
吨尧肉类 15 吨尧蔬菜 94 吨正在陆续运输中袁后续供应持
续不断遥 野疫情防控期间袁我们每天汇总全县大型营运商
超主要生活必需品当日消耗量尧 库存量及需要调度的主
要商品品种袁及时掌握市场上物资供求信息袁落实属地对
耶封控区尧管控区尧防范区爷的组织架构袁督促属地建立生
活物资保供清单袁 并指导重点商贸流通企业做好商品存
储袁协调组织货源投放市场遥 目前袁大润发尧苏果尧永鲜
100尧家家悦尧正大等 5 个运营商超货源充足袁足以保证广
大市民的正常生活需要遥 冶 县商务局副局长陈远明如是
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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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自耶提高政治认识 提升工作作风爷主题教育活动开
展以来袁我局紧紧围绕活动目标袁精心部署谋划袁着力在
改作风提效能上下功夫袁大力锻造耶讲政治尧懂金融尧守纪
律尧善作为爷的地方金融监管干部队伍袁营造积极向上尧风
清气正尧争先进位的干事创业氛围袁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提供金融保障遥 冶日前袁县地方金融监管局党组书
记尧局长董桂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说遥

董桂林表示袁为扎实推动野提高政治认识 提升工作
作风冶主题教育活动深入开展袁县地方金融监管局将重点
抓好三方面工作遥

一是以野学冶为先袁凝聚干事创业思想共识遥 成立野双
提冶主题教育活动领导小组袁常态化开展野双提冶主题教育
活动袁认真学习领会全县机关作风建设暨野提高政治认识
提升工作作风冶主题教育活动动员大会精神袁进一步教育
引导党员干部主动担当尧积极作为遥召开局全体干部学习
交流会袁深入学习叶射阳县党员干部负面行为量化记分管
理办法渊试行冤曳袁要求全体党员干部进行野五问五查一反
思冶袁推动党员干部从思想深处树牢政治意识尧大局意识

和敬畏意识袁持续净化党风政风遥
二是以野实冶为本袁着力提升金融服务质效遥 当前袁疫

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袁全县金融系统坚定践行职责担当袁
坚守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本源初心袁不断增强紧迫感尧使命
感尧责任感袁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金融服务袁为服务疫情
防控野稳大局冶提供金融支持遥 开展南片区渊盘湾镇尧兴桥
镇尧特庸镇尧长荡镇尧新坍镇冤政银企线上对接活动袁收集
企业融资需求及生产经营情况袁汇总发至各金融机构袁帮
助金融机构及时了解掌握企业基本情况遥 引导各金融机
构充分利用手机银行尧网上银行尧微信银行等电子渠道向
企业推介金融产品袁 通过线上视频语音为企业提供服务
指导袁满足企业发展资金需求遥 利用综合金融服务平台袁
鼓励企业直接在平台上发布融资需求信息袁 引导银行开
展野非接触式冶金融服务袁实现企业需求和金融供给高效
匹配遥截至目前袁各金融机构通过平台为 120 家中小微企
业尧野三农冶主体授信资金 10.14 亿元袁全力帮助企业战疫
情尧渡难关尧稳运行遥

三是以野优冶为标袁打造优质金融生态环境遥坚持把加

强金融法治宣传作为推进金融生态建设的重要抓手和维
护金融安全的着力点遥 通过开展野金融素养提升镇村行冶
野金融知识进社区冶 等系列活动袁 编印发放宣传读本尧折
页尧公开信尧海报等宣传材料袁致力将金融知识融入群众
日常生活中袁实现群众金融知识教育的常态化和长效化遥
强化地方金融监管袁 坚持每月 3 次对地方金融组织进行
现场检查袁 利用线上监管平台和监测预警系统实时筛查
和甄别袁主动思考预判可能出现的风险点袁做到早发现尧
早处置袁推动地方金融组织规范经营尧稳健发展遥 定期开
展全县金融安全稳定排查整治工作袁摸清金融风险底数袁
及时处置化解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
线袁推动县域金融生态环境进一步优化遥

笃行不怠提作风 踔厉奋发开新局
要要要 访县地方金融监管局党组书记尧局长董桂林

本报通讯员 葛富海 记者 刘燕

连日来袁 我县各
大商超在做好日常蔬
菜尧肉类尧副食品和生
活必需品供给的同
时袁 定时对超市进行
消杀袁 协调志愿者对
进入超市的市民进行
体温测量和场所码验
证袁做到保供防疫野两
手抓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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