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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渊记者 杨兰玲冤10 月 21 日，全市产改工作现场
推进会在我县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产业工
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要指示精神，总结工作经验，分析形势
任务，不断推动全市产改工作向纵深发展。市委常委、组织部
部长费坚出席并讲话，副市长王连春主持，市政协副主席、市
总工会主席徐龙波出席。县委书记吴冈玉致辞。

费坚在充分肯定全市产改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效后指
出，要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为主线，在强化思想
引领中把牢产改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
调，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
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我们要
切实用党的二十大精神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坚持
典型示范，守牢风险底线，用旗帜鲜明的宣传引导帮助广大
产业工人廓清思想迷雾、站稳正确立场。要以提质增效为重
点，在聚焦关键环节中抓住产改机遇。要紧扣素质提升，深入
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不断增强产业工人的成就感。要围
绕服务保障，加强工会各类服务平台建设，健全常态化送温
暖机制，不断增强产业工人的幸福感。要坚持问题导向，突出
解决收入分配“老大难”问题，着力打破职业发展“天花板”问

题，不断增强产业工人的获得感。要以促进融合为保障，在协
调联动中提升产改合力。要强化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切
实凝聚改革整体合力。要对照评价考核体系，抓质量、促提
升，不断推动全市产改工作再上新台阶。要尊重基层首创精
神，进一步完善、巩固相关制度机制，推动产改工作向纵深发
展，为谱写“强富美高”新盐城现代化建设新篇章贡献更多工
人力量。

王连春在主持讲话时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将传达学
习本次会议精神与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结合起来，对现
场示范点和交流单位的做法经验，进行再学习、再研究、再提
炼，找准切入点，抓牢着力点，以务实举措获取更高成效。要
树立品牌意识，聚焦新经济、新业态，发挥基层党组织核心作
用，丰富活动内容、创新活动形式，打造具有盐城特色的产改
品牌。要突破重点难点，围绕产业集群、园区等重点区域，充
分发挥产业工会和企业主体作用，加强统筹协调、注重务实
管用，以钉钉子精神推动产改的目标清单、责任清单、措施清
单逐项落实，合力开创盐城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新局面。
要用好各类宣传媒体，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工作，在全社会
大力营造关心支持参与产改工作的浓厚氛围。

吴冈玉在致辞中表示，近年来，我县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抢抓省级产改试点契机，按照
市委关于《新时代盐城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实施方案》部署
要求，突出思想引领、素能提升、普惠服务，统筹改革资源，创
新体制机制，扎实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各项工作，全
县产业工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得到进一步激发。下一
步，我县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对标对表党中央、
国务院《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目标任务，持续
深化新时代产业工人队伍改革，赋能工业强县主导战略，全
力打造“有理想守信念、懂技术会创新、敢担当讲奉献”的产业
工人队伍，为盐城“竞逐新赛道、勇当排头兵”作出射阳贡献、
彰显工人力量。

会上，与会人员集体观看我县产改工作专题片；县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尹胤祥代表我县作交流发言，市科技局副局长丁桂
林，市教育局三级调研员刘广平，大丰区政协副主席、总工会主
席汤云庆分别作交流发言。会前，与会人员现场观摩江苏光明
银宝乳业有限公司、中车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射
阳分公司等产改试点企业和射阳港综合服务中心。

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正军参加活动。

全市产改工作现场推进会在射召开
费坚讲话 王连春主持 徐龙波出席 吴冈玉致辞

本报讯 渊记者 高
陈斌冤10 月 20 日，我县
在行政中心二楼会议室
设立分会场，收听收看
全市政府数字化转型工
作推进会实况。县委副
书记、县长王宁出席射
阳分会场会议。

会议指出，党的二十
大报告强调，要坚持把发
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
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
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
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
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
中国，这为全市推进数字
政府建设提供了方向与
指引。全市各级各部门要
把学习好贯彻好落实好
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最
重大的政治任务，真正把
最新部署要求贯穿政府
数字化转型工作全过程，
大力实施数字政府建设
八大行动，着力构建政府
数字化履职能力体系，以
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实际
成效坚定捍卫“两个确
立”、坚决做到“两个维
护”。

会议强调，数字政
府建设目标就是以数字
技术为支撑，实现业务
和技术的深度融合，全
面提升政府履职效能。
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
想，以优化营商环境为
主线，以利企便民、激活
市场活力为目标，以提
升网上政务服务能力为
突破口，统筹抓好数字
基础体系建设，不断优
化数字应用服务能力，
切实强化数据要素供给
能力，充分把握数字政
府建设的基础性和先导
性，加快实现政府决策
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
化、公共服务高效化、企
业发展智能化。要坚持
系统观念和集成思维，
强化问题导向和责任意
识，重点实施数字基础
设施升级、数据共享开
放提升、政务服务数字
化水平提升、城乡治理
数字化水平提升、公共
服务数字化水平提升、

“城市驾驶舱”能级提
升、网络安全保障能力
提升、数字政府制度规范提升等八大行动，进
一步协调作战、压茬推进、抓实见效，确保我
市数字政府建设干在实处、走在前列。

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切实履行数字
政府建设、数字化转型工作责任，坚持市县联
动统筹推进，强化各个领域场景应用，建立健
全考核评价机制，为数字政府、数字经济、数
字社会三位一体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会议通报全市政府数字化转型工作相关
情况，各板块作交流，部分应用场景进行现场
演示。

县领导张超参加射阳分会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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绎2006 年 10 月 21 日袁 国家粮食行业协会会长王瑞元到我县调
研遥

绎2007 年 10 月 20 日袁射阳县首届丹顶鹤文化艺术节开幕遥
绎2008 年 10 月 22 日袁射阳气象局被授予野全国气象部门文明台

站标兵冶称号遥
绎2014 年 10 月 21 日袁 省政府副秘书长杨根平一行到我县调研

秋收秋种工作遥
绎2014 年 10 月 22 日袁省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尧党组副书记蒋

宏坤来我县视察叶江苏省海洋环境保护条例曳贯彻落实情况遥
绎2017 年 10 月 20 日袁射阳县淮剧团大型现代淮剧叶和顺村上那

些事曳在县文化艺术中心剧院首演遥 省文化厅副厅长尧党组成员方标
军袁市文广新局局长季德荣来射观看演出遥

绎2018 年 10 月 25 日袁2018 射阳接轨上海先进制造业招商说明
会在上海举行遥 62 名客商代表应邀参加活动遥

绎2020 年 10 月 22 日袁 全市渔港渔业发展推进会在我县黄沙港
镇召开遥

绎2020 年 10 月 23 日上午袁百威亚太要要要江苏农垦 2020 战略合
作签约活动在新洋农场顺利举行遥

绎2021 年 10 月 17 日至 20 日袁 我县组团参加 2021 北京国际风
能大会暨展览会遥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
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
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
势。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教育、科技、人才等工作作
出的部署，在我县科技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
家纷纷表示，将发挥自身优势，聚焦我县“2+2+3”特
色产业链，加快最新科研成果落地转化，提供科技、
人才支撑，助力射阳在竞逐绿色新赛道上奋楫争
先。

射阳南大科技园总经理孙震告诉记者，南京大
学射阳研究院和科技园，自建立以来，取得了一系
列自主创新的应用技术成果，培育了一批科技型创
新企业。下一步，研究院和科技园将认真学习党的
二十大精神，围绕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地方产
业发展需求，通过产业服务和技术服务，以完善全
链条孵化育成体系和全方位创新服务体系建设为
抓手，打造一流产学研科创平台。同时，研究院和科
技园秉持科技创新是发展第一动力，进一步汇聚各

方资源，赋能企业发展，提升园区企业质量，架设南
京大学与射阳地方产业的“科技走廊”，培育一批符
合射阳重点发展的科创性企业，助力射阳经济高质
量发展。

北京大学射阳拉曼研究中心副总经理沈春生
认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自主研发是掌握核心科
技的唯一途径，智能制造是提升企业竞争力的核心
方向。过去，半导体行业一直都是从国外买来技术
和设备，现在已经到了自主创新，以人才团队发展
核心科技，引领行业发展的新时代了。我们将继续
坚持党的领导，联合高校和企业的综合性人才，实
现企业、行业、产业的共同发展。

河德智能装备创新研究院院长、河海大学朱灯
林教授在认真收看和聆听了党的二十大报告后，心
潮澎湃、热情高涨，表示要坚决贯彻落实二十大报
告提出的“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
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重要指示。将充分发挥研
究院的平台示范作用，进一步整合河海大学和射阳
的地方资源，引进河海大学的人才和技术资源，推
动河海大学成熟的技术成果落地转化。积极、主动

服务射阳地方企业，推动企业较快实现数字化转型
和智能化改造，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争取将研究院
打造成国内领先的智能制造领域创新研发基地，积
极提振地方科技创新水平，助力地方经济更高质量
的发展。

县科学技术局党组书记、局长周克胜说：“我们
将认真抓好学习贯彻二十大报告精神，以‘科技创
新推进年’行动为抓手，不断壮大科创主体、不断强
化载体建设、不断优化创新环境，发挥县科创中心
作用，打造研发孵化、成果转化的射阳科创之核，引
进更多的科技企业、人才，推动绿色低碳经济发展，
不断激发企业创新内生动力，提升全社会创新创业
活力。”

释放创新潜能激发发展活力
———我县科技工作者认真学习党的二十大报告畅谈体会感受

本报通讯员 戴超 记者 周蓉蓉

上图为射阳港经济开发区组织青年党员交流感想尧畅谈感悟遥
右图为县行政审批局工作人员通过报纸学习党的二十大报告遥

彭岭 摄

踔厉奋发新时代袁勇毅前行向未来遥 连日来袁全县
广大党员干部紧扣党的二十大报告开展持续尧热烈尧深
入的学习讨论袁讲发展尧话成就尧展前景袁大家纷纷结合
各自岗位和工作实际袁 进一步深化认识报告蕴含的丰
富内涵和精髓要义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