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绎1992 年 5 月 7 日袁射阳县关心下一代
工作委员会成立遥

绎1998 年 5 月 8 日袁县有线电视与省市
光缆联网开通袁传输 20 套有线电视节目遥

绎1999 年 5 月 1 日袁 洋马乡被科技部尧
国家药品监督局列为全国五大中药材生产
基地之一袁并通过国家 GAP渊中药材规范种
植冤验收遥

绎2001 年 5 月 8 日袁全省国防工程军民
共管工作会议在我县召开袁县政府获野国防
工程军民共管先进集体冶称号遥

绎2002 年 5 月 3 日袁应韩国南原市市长
崔珍荣邀请袁 县杂技团一行 13 人赴韩国演
出遥

绎2005 年 5 月 8 日袁县第四届纺织经贸
洽谈会在射阳中学体育馆举行开幕式遥

绎2008 年 5 月 7 日袁爷2008 中国射阳丹
顶鹤文化艺术节暨 野百名艺术家鹤乡行冶活
动启动仪式在县城瑞鹤园举行遥

连日来袁为解决蟹苗销售难题袁我县在积极做好疫情防控的
同时袁全力为蟹农开辟绿色通道袁拓宽销售渠道袁坚决夺取疫情
防控与蟹苗保供野双胜利冶遥 彭岭 摄

本报讯渊记者 吴杰婷 彭岭冤5 月 6 日袁省委书记吴政
隆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时强调袁 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会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袁 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
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袁 深刻完整全面认识党中央确定的疫情防
控方针政策袁坚持人民至上尧生命至上袁坚持外防输入尧内防反
弹袁坚持动态清零袁以时不我待的精神尧分秒必争的行动抓实
抓细各项工作袁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袁统筹发展
和安全袁 坚决筑牢疫情防控屏障袁 坚决巩固来之不易防控成
果袁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遥 省会结束后袁市委
书记徐缨主持召开续会袁就贯彻落实省会精神提出要求遥我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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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县委副书记尧县长王宁袁县人大常委会主
任崔晓荣袁县政协主席邱德兵袁县委副书记孙庆树出席射阳分
会场会议遥

会议指出袁 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高度重视疫情防控工
作袁每到关键时刻总书记都及时作出重要指示袁充分彰显了党
的核心尧人民领袖深厚的人民情怀尧强大的战略定力尧驾驭复
杂局面的高超智慧和强烈的使命担当袁 为我们抗击疫情指明
了方向尧提供了遵循尧注入了强大信心和动力遥 全省上下要进
一步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袁深刻领会野两个确
立冶的决定性意义袁深刻认识到我们的防控方针是由党的性质

和宗旨决定的袁我们的防控政策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袁我们的
防控措施是科学有效的曰 深刻认识到疫情防控远没有到可以
松口气尧歇歇脚的时候曰深刻认识到坚持就是胜利袁坚决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
来遥要提高政治站位袁坚决克服认识不足尧准备不足尧工作不足
等问题袁坚决克服轻视尧无所谓尧自以为是等思想袁坚决克服麻
痹思想尧厌战情绪尧侥幸心理尧松劲心态袁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
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袁 坚定
信心尧坚持到底尧慎终如始袁敢于斗争尧善于斗争袁坚决打赢疫
情防控战遥

会议在听取省联防联控指挥部和综合组尧交通口岸组尧社
会及社区组尧学校组尧企业组及无锡市尧徐州市情况汇报后指
出袁要清醒认识到我省疫情防控正处于野逆水行舟尧不进则退冶
的关键时期袁必须以时不我待的精神尧分秒必争的行动抓实抓
细疫情防控工作袁坚决巩固来之不易防控成果遥要尽快扑灭无
锡局部聚集性疫情袁应检尽检尧应隔尽隔尧应收尽收尧应治尽
治袁协调联动核酸检测尧流调尧隔离转运和社区管控等重点环
节袁以快制快袁加快实现社会面清零遥要守牢重要关口袁严守两
站一场一码头尧口岸等关口和各类重要通道袁严防疫情输入遥
要强化常态化防控袁加大对病毒变异研究和防范力度袁坚持问
题导向袁强化重点人群尧重点场所防控措施袁把人尧物尧环境同
防要求落实到野最后一公里冶袁织密扎牢防控网遥要早发现快处

置袁扩大核酸筛查和监测覆盖面袁加密筛查频次袁一旦发现疫
情尽锐出战尧严管快筛尧快调快隔遥要加强防控能力建设袁聚焦
补短板强弱项袁全面提高核酸检测能力袁强化集中隔离场所尧
方舱医院建设和人员培训袁强化区域协防尧省内统筹袁备足备
齐人力物资遥 要压实野四方责任冶袁加强网格化管理袁发挥社区
最小单元作用袁不漏一户尧不落一人遥 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打
好人民战争袁引导广大群众增强责任意识尧自我防护意识袁解
决好群众急难愁盼袁推进加强免疫接种工作袁为了群众尧动员
群众尧依靠群众尧服务群众袁构筑群防群控坚固防线遥

会议强调袁要不断增强高效统筹能力袁坚决落实好疫情要
防住尧经济要稳住尧发展要安全的重大要求袁努力完成全年目
标任务遥 要坚持全国一盘棋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袁全力
支持上海抗疫袁为打赢大上海保卫战作出江苏贡献遥全省各级
各部门要增强野时时放心不下冶的责任感袁时刻保持如履薄冰
的谨慎尧如临深渊的警醒尧见叶知秋的敏锐袁力戒形式主义尧官
僚主义袁严防针尖大的窟窿漏过斗大的风遥各级领导干部要发
挥表率示范作用袁 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发挥战斗堡
垒和先锋模范作用袁冲锋在前尧顽强拼搏袁团结带领广大群众
在大战大考中奋力夺取野双胜利冶遥

省会结束后袁市随即召开会议袁徐缨指出袁要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尧 省委决策部
署袁 渊下转二版冤

县组织收视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及市续会
吴冈玉王宁崔晓荣邱德兵孙庆树出席射阳分会场会议

本报讯 渊记者 吴杰婷
吴贵民冤5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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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会遥 他强调袁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
务委员会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袁认真落实省委尧省政府部署
要求袁慎终如始抓好疫情防控袁
全力以赴稳定经济运行袁 坚决
守住安全生产底线袁 最大限度
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的影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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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委书记吴冈玉袁县委
副书记尧 县长王宁出席射阳分
会场会议遥

周斌指出袁 做好疫情防控
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
础遥 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时刻绷
紧疫情防控这根弦袁 慎终如始
把各项责任和措施落细落实落
到位袁 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生
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遥 要更加精
准做好野外防输入冶各项工作袁
加大来盐返盐人员排查管控力
度袁 准确掌握货运车辆和司机
的数量尧 位置尧 活动路线等信
息袁确保做到规范管控到位遥 要
不断提升数据质量袁 加快信息
化平台建设袁 全面精准摸清底
数袁保证防控工作不留死角遥

周斌指出袁 当前经济发展
面临新的挑战遥 我们要全力以
赴抓好工业经济袁深入开展野进
万企解难题尧稳增长促转型冶活
动袁围绕保产业链尧保物流等重
点袁 主动深入企业了解发展需
求袁切实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袁尽
最大可能推动更多企业实现复
产达效遥 要坚定不移抓好项目
招引建设袁 用好疫情防控良好
成果袁持续开展野云招商冶野云洽
谈冶野云签约冶等活动袁加大招引
力度袁加快建设步伐袁切实发挥
好野压舱石冶作用遥 要扎实做好
野515 盐城消费节冶活动袁准确把
握百姓需求袁 不断激发消费热
情袁全面释放消费潜力袁千方百
计激活市场袁 促进消费持续恢
复遥

周斌强调袁 安全发展任何
时候都只能加强不能削弱遥 各
级各部门要坚持稳字当头尧稳
中求进袁树牢底线思维袁强化问
题导向袁深入开展隐患排查袁全
面迅速落实整改袁 从严从紧追
责问责袁健全完善长效机制袁坚
决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
战袁牢牢掌握安全发展主动权袁
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遥

就贯彻落实会议精神袁吴
冈玉强调袁 各部门各镇区要时
刻保持清醒头脑尧 发扬斗争精
神袁 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袁以时不我待的精神尧
分秒必争的行动抓实抓细各项工作袁 确保疫情要防
住尧经济要稳住尧发展要安全遥 要强化货车司机排查
管理袁严格落实报备制度袁建立完善台账资料袁做好
货车定位追踪袁进一步筑牢外防输入防线遥要造浓群
防群控氛围袁广泛普及防疫知识袁引导群众提高自我
防范意识和能力水平遥要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袁加
快落实助企纾困政策袁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循环畅通袁
努力把疫情耽误的时间尧造成的损失抢回来遥

县领导陈俊尧胥亮亮尧刘成志尧陶晓林尧李东参加
射阳分会场会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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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有为袁青春无悔遥 近日袁在中国共青团成立一百周年之
际袁江苏团省委印发叶关于表彰江苏省五四红旗团委渊团支部冤尧
江苏省优秀共青团员尧江苏省优秀共青团干部的决定曳遥 我县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急性传染病防制科科员庞钦霞被评为江苏省
优秀共青团员遥

奋斗在疾控战线上的她袁2019 年参加工作袁 虽工作时间不
长袁但一直默默无闻恪尽职守曰虽只是共青团员袁但实践着共产
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袁始终坚持把党的利益袁人民
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袁始终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遥

青春袁需要有拼搏的奋斗姿态遥
业精于勤荒于嬉袁行成于思毁于随遥 庞钦霞深知袁扎实的理

论是一切工作取得胜利的基础遥 作为一名刚入职的青年袁她从
零基础慢慢学习袁在平时工作中袁遇到不懂的尧不会的主动向科
长和同事请教遥 经过两年多的学习袁已经能独自并熟练完成科
室的日常业务袁不管是每天的大疫情网审核尧报表的填报袁每周
的风险排查尧数据导出袁还是每月的疫情分析尧疫情核实袁她都
能独立完成对乡镇传染病业务及肠道门诊运行情况的督导尧狂

犬病宿主的调查等遥
野学如不及袁犹恐失之遥 冶在一点一点工作经验的积累中袁庞

钦霞及时发现自己的不足袁积极学习新知识袁努力提升自己的
业务水平袁为急性传染病防制工作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遥

青春袁需要有燃烧的奉献精神遥
2020 年的春节如往年一样袁 在喜庆祥和的气氛中如期而

至遥 对于忙碌了一年的她来说袁这是最期待的节日袁不仅有假
期袁还能陪伴在家人身边袁但是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袁
打破了她原有的计划遥 大年初一早晨袁还沉浸在过年休假气氛
中的她接到了单位上班的通知遥 野疫情就是命令袁 防控就是责
任冶袁她迅速放下手中的事情袁和家人交代了几句袁立马奔赴工
作岗位遥

作为一名野九零冶后女青年袁在疫情防控中袁庞钦霞也是巾
帼不让须眉遥 作为新生力量袁参加工作前袁虽然从未处置过大灾
大疫袁但她不推辞尧不胆怯袁很虚心地跟着单位的老专家尧老前
辈们学习袁相互协作袁迎难而上遥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启动以来袁 她每天 24 小时都处于

待命状态袁手机从不敢离身片刻袁生怕错过一条指令遥 对于每一
个入境人员尧风险地区人员以及可疑病例袁她都要仔细流调袁认
真询问袁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遥 从疫情暴发至今袁她在实践中一
步步锻炼充实自己袁通常一天下来要打上百个电话袁到晚上嗓
子都哑了遥 加班尧通宵都是家常便饭袁有时忙起来袁常常顾不上
吃饭袁饿了就简单吃点面包或者一碗泡面袁困了就在办公桌上
趴一会遥

特别是今年 4 月 15 日袁我县出现本土新冠肺炎疫情以来袁庞
钦霞迅速投入到疫情防控中袁既当指挥员袁也当战斗员遥 面对着一
道道指令尧一组组数据袁她沉着冷静袁果断干练;在阻击疫情面前袁
她冷静执着袁主动作为袁为射阳疫情阻击战作出了积极贡献遥

组织的召唤就是奋斗的方向遥 经过几年在疫情防控第一线
的锻炼袁她很快成长为一名业务骨干袁多次被评为市县野优秀共
青团员冶和野先进工作者冶遥 但她始终保持着谦虚的品行袁因为她
深知荣誉已成为过往尧成绩只代表过去袁追求无止境袁未来还有
更长的路等着她继续努力奋进遥

奥斯特洛夫斯基在叶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曳一书中写过这样
一句话院野人的一生可能燃烧也可能腐朽袁我不能腐朽袁我愿意
燃烧遥 冶庞钦霞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担负起疾控中心赋予她的责
任袁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袁不正是这种野燃烧冶精神的真实写照
吗钥

青春在野疫冶线闪光
要要要 记江苏省优秀共青团员庞钦霞

本报记者 张慎传

图淤我县蟹苗总产量约占全国 70%袁今年挂
笼渊育苗池冤面积达 1.32万亩遥

图于养殖户在进行抄苗作业遥
图盂工作人员将蟹苗从淡化池中打捞出水遥
图榆按照防疫规定将蟹苗清点装车遥

发展一个产业袁带动一片经
济遥 海通镇南洋社区居委会在调
整产业结构的进程中袁 因地制
宜袁通过引进芦笋种植袁发展特
色产业袁 带动群众通过土地流
转尧劳动收入实现增收袁加快了
乡村振兴步伐遥

5 月 1 日袁 记者走进该居委
会芦笋种植基地遥 放眼望去袁处
处是绿油油的芦笋袁空气中弥漫
着淡淡的清香遥 该基地负责人潘
翠巧正带着几名工弯腰采收芦
笋袁看似简单的动作袁却很有讲
究遥 野芦笋长到 40 多厘米高的时
候才能采摘袁短了也不行,长了也
不行袁 采回来以后要在 35 厘米
处切下来遥 冶潘翠巧一边忙碌一
边告诉记者袁野正常有五个人采
笋袁每天要采 12 个棚袁一般在千
把斤左右浴 冶

采摘完成后袁一筐筐翠绿欲
滴的芦笋被运送至加工车间袁通
过挑笋尧切割等工序袁按照大小
粗细打包装箱袁 准备销往市场遥
记者了解到袁 该基地占地面积
100 多亩袁 每亩种植量约 3000

株袁主要种植品种以青芦笋和水果芦笋为主遥 因
反季节种植袁每年 1 月份就可以上市销售袁价格
最高时达 20 元/斤遥

据介绍袁 芦笋是一种品味兼优的名贵蔬菜袁
被誉为野蔬菜之王冶袁不仅有食用价值袁还有一定
的药用价值袁目前的市场需求相当可观遥 野它含硒
成分比较高袁低酸袁可以抗癌尧防癌袁正常食用可
增强人体抵抗力遥 我们正常销售到盐城尧南京等
地袁很受欢迎遥 冶潘翠巧告诉记者遥

反季节芦笋不仅提高了种植效益袁也为广大
村民提供了在家门口就业的机会遥 野我们以 900
元每亩的标准把土地流转出去袁现在还可以到基
地打工袁每天有 100 多元袁两份收入袁日子越过越
好啦浴 冶工人钱续梅高兴地说遥

小
芦
笋
铺
就
钻致
富
路
纂

本
报
记
者

李
盼

于

盂

榆

向先进典型学习 向先进典型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