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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10日，全市领导干部“510”警示教育大会
在盐召开。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我县在县行政中心
一楼会议室设立主会场、在二楼会议室设立分会场
组织收听收看会议实况。县委书记吴冈玉、县人大常
委会主任崔晓荣、县政协主席邱德兵、县委副书记葛
兆建等县四套班子领导出席县主会场会议。

◆5月 10日凌晨，经过 16个小时长途转运，我
县 200 公斤超 5000 万只生态蟹苗平安飞抵新疆伊
犁哈萨克自治州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投放当地稻
蟹养殖基地。承载援疆情谊的小蟹苗“疫路”前行，终
于在万里之外“安家落户”。

◆礼赞百年风华，逐梦奋进新程。5月 10日上
午，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 100 周年大会在
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我县组织广大干部群众聆听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共同见证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百年盛典。

◆5月 11日下午，县委中心组学习会在县行政
中心十二楼会议室召开。县委书记吴冈玉主持会议
并讲话。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崔晓荣、县政协主席邱德
兵等出席。

◆5月 12日上午，全县领导干部“510”警示教育
大会在县行政中心一楼会议室召开。县委书记吴冈
玉出席会议并讲话。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崔晓荣，县政
协主席邱德兵，县委副书记孙庆树、葛兆建等县四套
班子领导出席。县委副书记孙庆树主持会议。

◆5月 12日，县委书记吴冈玉率队调研省级全
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工作。她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
彻新发展理念，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科学规划，扎实
推进，加快打造特色鲜明、带动性强、经济效益好的
全域旅游精品，为高质量建成“省级全域旅游示范
区”提供有力保障。

盂绎2007 年 5 月 11 日袁南京军区司令员朱文泉上
将来我县海防营检查指导工作遥

绎2007 年 5 月 12 日袁中共华中工委纪念馆落成
典礼举行遥

绎2007 年 5 月 14 日袁北京振兴盐城咨询委员会
主任尧国家物资部原部长王俊一行视察我县残疾人及
敬老院工作遥

绎2008 年 5 月 10 日袁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总工
程师朱锡荣一行来我县就盐城市生态染整工业集中
区发展规划进行调研袁并出席我县在射阳迎宾馆召开
的研讨会遥

绎2008 年 5 月 13 日袁由县红十字会倡导组织的
以野心系四川地震灾区袁奉献鹤乡人民爱心冶为主题的
野博爱万人捐冶活动举行启动仪式遥

绎2015 年 5 月 11 日,台湾渔会理事长黄一成尧台
湾高雄渔会理事长张宝村来我县考察渔业工作遥

绎2016 年 5 月 10 日, 省知识产权局副巡视员黄
志臻一行来我县检查捷康公司维权援助资金项目及
专利执法工作遥

绎2019 年 5 月 14 日上午袁省农业农村厅总畜牧
兽医师袁日进一行来我县观摩野全省畜牧业绿色发展
现场推进会冶相关现场点遥

绎2021 年 5 月 13 日下午袁野射阳港杯冶南京财经
大学第四届研究生科技文化节开幕式暨 野南财大窑射
阳县冶校地战略合作启动仪式在南京财经大学仙林校
区图书馆报告厅举行遥

绎2021 年 5 月 13 日上午袁主题为野丰收新华章
匠心酿农香冶的百威亚太 X 江苏农垦 2021 大麦丰收
仪式在临海农场举行遥

天南地北 人射阳
People from SheYang County

本报讯渊记者 吴杰婷 吴贵民冤5 月 12 日下午袁我县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在县行政中心二楼
会议室召开遥县委书记吴冈玉出席座谈会并讲话遥她强调袁
全县广大青年要以更加坚定的信心尧 更加饱满的热情袁把
青春奋斗融入党和人民的壮阔事业袁踔厉奋发尧砥砺前行袁
在向海图强新征程中谱写更加壮美的青春篇章遥

吴冈玉指出袁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
团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袁全面回顾 100 年来共
青团坚定不移听党话尧跟党走的青春历程袁深刻阐明共青
团和青年工作的历史经验袁 对当代青年寄予殷切期望袁对
做好新时代共青团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遥 迈进野十四五冶新征
程袁全县广大青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

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袁
对标对表省委赋予盐城 野勇当沿海地区高质量发展排头
兵冶的使命任务袁聚焦主责主业,奋力争先创优袁为奋力谱
写野强富美高冶新射阳现代化建设新篇章贡献青春力量遥

吴冈玉强调袁要争当信念坚定的野追梦人冶袁把认真学
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作为重中之重袁坚持读
原著尧学原文尧悟原理袁不断强化理论武装尧筑牢信仰之基袁
用实际行动坚定捍卫野两个确立冶袁做到野两个维护冶袁成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遥 要争
当奋楫笃行的野实干家冶袁把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巨大
关怀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袁勇扛青年担当袁点燃奋
斗激情袁在时代前沿尧基层一线中锤炼本领尧建功立业袁让
青春在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绽放光彩遥 要争当德才兼

备的野新模范冶袁自觉对标对表习总书记提出的野五个模范冶
标准要求,锐意创新袁崇德修身袁严守规矩袁努力成为可堪大
用尧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袁在实现民族复兴的赛道上奋勇
争先遥

吴冈玉要求袁全县各级团组织要切实履行好引领凝聚
青年尧组织动员青年尧联系服务青年的职责使命袁探索搭建
团员青年交流平台,全面强化服务青年发展举措袁团结带领
广大青年踊跃投身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事业袁在助推招大引
强尧产业培育尧疫情防控尧乡村振兴等方面展现群团更大担
当尧贡献群团更多力量遥

会上袁部分青年代表作交流发言遥 县委常委尧组织部部
长尧统战部部长尹胤祥主持会议遥 副县长李东参加会议遥

我县举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

在向海图强新征程中谱写更加壮美的青春篇章
吴冈玉出席并讲话

本报讯渊记者 吴杰婷冤5 月 13
日上午袁 市长周斌主持召开全市安
全生产工作暨疫情防控视频调度
会袁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袁 认真落实中
央和省市委决策部署袁 坚持稳字当
头尧稳中求进袁强化问题导向袁夯实
责任链条袁注重标本兼治袁全力消除
风险袁 扎实抓好安全生产和疫情防
控工作袁 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
大胜利召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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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委书记吴冈玉出席
射阳分会场会议遥

会议首先听取全市消防领域风
险隐患及防范措施情况通报袁 市有
关部门尧各板块作了交流发言遥 周斌
指出袁 消防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袁事关社会大局稳定遥 各地
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袁 切实扛起
消防责任袁抓细抓实消防工作袁以实
际行动和过硬成效捍卫 野两个确
立冶尧践行野两个维护冶遥 要充分认清
形势袁 找准突出问题袁 逐一破题攻
坚袁守牢安全生产底线遥 要聚焦重点
领域袁针对学校医院尧高层建筑尧商
业综合体尧 地下空间等场所排查整
治袁加强工地尧群租房尧自建房尧电动
自行车尧消防通道等领域源头管控遥
要强化综合施策袁 围绕通报的突出
问题袁实行清单管理尧严格执法尧综
合整治尧集中攻坚袁不彻底整改决不
收兵遥 要筑牢基层基础袁强化标准示
范引领袁提升技防能力袁加强消防队
站建设袁深化警示教育培训袁健全应
急救援体系袁 全面提升消防工作安
全水平遥 要压紧压实责任袁严格落实
野三管三必须冶要求袁加强督导检查袁
构建有效合力袁 推动全市消防安全
形势平稳向好遥

会议听取全市面上疫情防控最
新工作进展通报袁 有关专项工作组
作了交流发言遥 周斌指出袁各地各部
门要时刻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袁更
加严密抓好外防输入袁 强化风险人
员提前报备尧闭环管理袁坚持野人物
环境冶同防袁既严把交通卡口袁又保
障物流畅通遥 要更加灵敏做好监测
预警袁提升区域核酸检测效率袁优化
野健康小屋冶运行袁确保重点人群野应
检尽检冶尧其他人群野愿检尽检冶袁真
正发挥好核酸筛查野哨点冶作用遥 要
更加严格管控重点场所袁 全面压实
野四方责任冶袁 科学做好公共场所防
控袁坚决筑牢学校医院防线袁严格落
实集中隔离点规范管理遥 要更加精
心筹备重大活动袁提前制定方案袁统
筹要素保障袁持续跟进服务袁确保各
项活动安全有序进行遥要更加细致保障服务民生袁关心关
爱一线工作人员袁 强化 12345 热线办理袁 及时解决群众
野急难愁盼冶问题袁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遥

就贯彻落实会议精神袁吴冈玉强调袁各层各级要坚持
人民至上尧生命至上袁以野时时放心不下冶的责任感袁切实
抓好疫情防控尧经济发展和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袁为党的二
十大胜利召开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遥 要坚持问题导
向袁紧盯高层建筑尧道路交通尧老旧小区等重点领域袁全面
开展安全隐患大检查袁及时清除各类风险隐患袁坚决遏制
重特大事故发生遥 要提升应急能力袁加快消防站所建设袁
配齐工作力量袁强化应急演练袁确保防患于未然遥 要加强
执法监管袁规范执法行为袁提升执法效能袁以高质量执法
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遥要抓好常态化防控袁紧盯重点
场所尧重点人群袁压实野四方冶责任袁落实野四早冶措施袁持续
巩固疫情防控良好态势遥要加强学习研究袁落实落细上级
最新政策要求袁织密扎牢防控网络袁做到百密而无一疏遥

县领导凌晓东尧陈俊尧胥亮亮尧刘成志尧陶晓林尧李东尧
吴俊参加射阳分会场会议遥

县
收
视
全
市
安
全
生
产
工
作
暨
疫
情
防
控
视
频
调
度
会
实
况

吴
冈
玉
出
席
射
阳
分
会
场
会
议

在淮安市淮安区漕运镇袁作为江苏省第二批乡土人才
野三带冶能手的野外来户冶严龙明袁是当地颇有名气的致富带
头人袁也是村民共同推举出来的野淮安区好人冶遥

严龙明老家在盐城市射阳县遥 从水产学校毕业后袁他
一直从事水产养殖袁练得一身养蟹的本领袁也积累了雄厚
的创业资本遥

2005 年秋袁严龙明从射阳来到漕运镇遥 位于白马湖畔
的柏庄村袁因为水质优良尧低洼田连片袁深深吸引了严龙
明遥 当年袁他便与柏庄村签订承包合同袁租下 2800 亩低洼
田袁创办了红膏螃蟹养殖有限公司袁投入资金 500 多万元袁
发展规模化河蟹养殖产业遥

由于水质好尧技术优尧管理精袁严龙明的公司连年丰
收袁他的名气也越来越大袁成了全省渔业科技入户示范户遥

野一人富不算富袁共同富才真叫示范户遥 冶出于这样的
想法袁从 2011 年起袁严龙明广收野徒弟冶传授养殖技术袁同
时联合周边养殖大户成立漕运镇河蟹养殖水产联合社袁养
殖面积从最初的 2800 亩扩大到 6000 亩袁养殖品种也从河

蟹增加至鱼尧虾等多个品类袁至今已带动来自淮安区尧金湖
县尧宝应县尧洪泽区等地的 50 多户农户走上致富路遥

不仅如此袁鼓起了钱袋子的严龙明对公益事业格外热
衷遥 每年春节前夕袁到当地五保户尧困难户家慰问袁送去慰
问金和生活物资袁已经成了他的习惯遥

2014 年袁严龙明到漕运镇中太村慰问五保户时袁听说
村里的建档立卡低收入户赵松延想外出务工尧 早日摘掉
野穷帽子冶袁 但无奈家中有两个年纪尚小的女儿需要照顾袁
分身乏术遥 于是袁严龙明将赵松延请到自己的河蟹养殖基
地当管理员袁帮助他实现务工赚钱尧照顾家庭两不误遥

2018 年底袁 得知漕运镇戴庄村村民夏德洲养猪亏得
血本无归袁严龙明立即找到夏德洲袁动员他学养蟹遥没有资
金袁严龙明慷慨解囊曰缺乏技术袁严龙明传经送宝曰担心销
路袁严龙明跑前跑后遥就这样袁夏德洲承包的 27 亩蟹塘袁一
年净赚 20 多万元遥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袁严龙明多方奔走袁向中太村疫
情防控值守点工作人员捐赠医用口罩 5000 只袁 向漕运镇

政府捐赠 3 万元善款和 500 公斤消毒液袁同时向镇疫情防
控值守点和中太尧柏庄尧戴湾尧新河头等村居送去牛奶尧八
宝粥等食品袁累计捐赠款物 10 多万元遥

今年 1 月 29 日袁 作为区人大代表的严龙明来到漕运
镇中太村走访慰问 49 户困难群众家庭袁为他们送去了米尧
油尧水果等生活用品袁让他们在寒冬中感受到社会大家庭
的温暖遥 走访慰问中袁严龙明询问困难群众的身体尧生活尧
家庭等情况袁了解其困难和需求袁倾听困难群众的心声遥严
龙明叮嘱他们要注意保重身体袁对生活要充满信心袁自己
一定会履行好人大代表服务群众尧联系群众的职责袁持续
关注困难群众的生活需要遥

带富乡亲 播撒爱心
要要要 记淮安市红膏螃蟹养殖有限公司总经理严龙明

王正道 杜勇清 张翔燕 赵寿金

连日来袁我县电影院尧校外培
训机构尧药店等已经恢复开放的场
所严格落实野错峰尧预约尧限流冶等
措施和野三查一测一扫冶渊查验健康
码尧行程卡尧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
证明袁测量体温袁扫野场所码冶冤主体
责任袁在全力确保广大市民安全的
同时袁有序复工复产复业遥

图淤为电影院工作人员正在
查验健康码遥

图于为电影院工作人员正在
消毒遥

图盂为市民在药店购药遥
吴贵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