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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戴海
波）8月11日上午，市委
副书记、市长王旭东带
领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
同志到经济开发区调研
项目推进和园区建设情
况。他要求，加强统筹
协调，强化要素保障，推
进重大项目和重点工程
建设，加快建成国家级
开发区。

今年以来，经济开发
区大力实施项目立区、
产业强区、创新兴区战
略，进一步聚焦在手项
目快落户、聚力在建项
目快竣工，聚合创新要
素快转型，各项工作取
得显著成效。1-7月份，
该区已新签约亿元以上
项目6个；重点推进亿元
以上项目14个，其中3C
智造一期、科森科技二
期、德创科技一期等3个
项目已竣工；启动建设
东区道路5条、总长27.7
公里。

座谈会上，王旭东听
取了经济开发区有关工
作情况汇报，并对该区
提请协调解决事项进行
会办。与会的有关部门
和单位就提请相关事项
一一答复，并提出具体
解决方案。

王旭东指出，经济开
发区是全市工业经济的
主战场，要重抓招商引
资，加强重大项目跟踪
服务，确保在手洽谈项
目早签约、早落地、早开
工、早建成，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要大力推进土
地节约集约利用，有效减少闲置土地。要深化为企
服务，强化要素保障，加快项目快建设。

王旭东要求，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全力支持和
服务经济开发区，在经济开发区积极增强自我“造
血”功能的基础上，加大财政支持力度，保障资金正
常运转。要主动对接，摸清土地利用空间情况，完
善土地规划调整工作，确保重大项目顺利落户。要
加大房屋征收力度，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按期
完成任务，相关工程顺利启动。要强化要素保障，
加快振兴路等重点工程建设，同步推进绿化配套工
程。要加快配套交通工程建设，积极向上争取，早
日启动东渣线南延改造、振兴路下穿铁路和内河港
建设工程。要强化电力保障，配合做好杆线迁移、
线路架设等工作，助推项目落户建设。

副市长马正华参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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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吴安萍）近日，市财政局发出通知，要求市
级预算单位9月1日起对纳入网上商城采购目录、单项
或同批预算 8万元以下的货物，实行网上商城采购。

在采购方式上，预算单位通过市公共资源交易网
“网上商城”栏目，链接到省级政府采购网上商城采购
系统。定点电商在网上商城专用平台发布和维护商品
信息，采购单位通过网上商城采购系统登录定点电商
专用平台，可方便快捷了解商品信息及价格比较，实现
直接下单采购。

通过网上商城采购的商品，其成交价格不高于定
点电商官网价格，交易过程公开透明、交易手续方便快
捷、交易记录留有痕迹，实现网上商城采购活动的全过
程电子化监控。

在采购过程中，如网上商城采购确实不能满足需
求的，或者对于同品牌型号商品，通过其他采购方式价
格更低或服务更优的，采购人可另行组织采购，但财务
结算时须将网上商城相关价格信息截图作为采购货物
价格比对的凭证资料。

我市政府采购将进网上商城

本报讯（张晨）连日来，市场监管局以文明城市
创建为抓手，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
诚信经营、绿色生活理念，精心营造商场超市的文
明环境，严格督查各商超未达标行为，追究根源排
查问题，目前已初步取得成效。

该局对工作人员分工分组，明确工作要求与工
作重点，对市内各家商场超市文明购物环境严格把
关。加强各商场超市的督查工作，划分片区落实到
人，对公益广告、文明提示、服务承诺、投诉机制等
宣传标语的张贴情况进行地毯式检查，确保“讲文
明树新风”等各类标语标识放置无死角；对从业人
员的礼貌待人、文明用语及商超的诚信经营行为进
行实时监督，规范商超及其员工的服务行为；对消
防设施、公共设施、残疾人专用设施等硬件设备进
行全方位检测，确保硬件设施的常态应用。

各小组采取“条目式逐一销号”的模式，对不符
合要求之处进行登记，反复排查销号。同时，发放
宣传单页、海报，与商场超市相关负责人直接对接，
做到点对点针对性解决问题。

市场监管局

大力推进商场超市
文明环境创建工作

本报讯（刘丽）日前，市政务服务中心人社局机关
窗口仅用3个工作日就为中粮肉食江苏有限公司办好
了有关业务，这是他们实施“四个一”工作制给企业带
来的新便利。

人社局机关窗口行政许可科根据行政许可事项提
交材料多、要求规范的实际，坚持深化改革，创新体制
机制，推出了“一纸流程简洁明了、一份笑容相迎接待、
一网联动高效快捷、一次往返事项办成”的全新服务模
式。他们进一步简化流程和申报材料，坚持“一张纸、
一次性”告知制度，对申报办件的政策依据和材料要

件，实行窗口双提供或网上双发送，互联互动，推进网
上预审，主动跟近服务，压缩办结时限，努力减少服务
对象办事来回跑。

今年以来，该窗口提前预约到企业开展服务130多
人次，办理“劳务派遣”经营许可、“特殊工时工作制”等
行政许可事项29件次。在服务过程中，注重把工作零
距离服务在“网”上，规范化落脚在“评”上，快节奏提速
在“简”上，并运用“互联网+”的新理念，探索与全省“一
张网”对接的途径，实行服务流程信息化，保证服务对
象申报资料不出门，一个来回办成事。

一纸流程一网联动 办事提速赢得口碑

政务中心人社窗口人员把服务做到家

本报讯（唐雅）8月11日上午，40多名市民及党员
干部走进改造升级后的东台好人馆，近距离学习先进
事迹和感悟崇高精神，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东台好人馆位于城市规划展示馆内，分中国好人、
江苏好人、盐城好人、东台好人四个篇章，以图片、视
频、互动等形式，生动形象地展现了我市7位“中国好
人”、17位“江苏好人”、40余位“盐城好人”以及近200

位“东台好人”的典型事迹。
场馆内，一幅幅图片、一段段视频，吸引着每一个

参观者驻足观看，他们时而发出惊叹声，时而伸出大拇
指。德润购物广场常务副总生卫华一大早就带着员工
前来参观后表示，参观之后特别震撼，我们都要以好人
为榜样，不断地向社会传递德善正能量，努力让这座城
市更美好。

“东台好人馆”传递德善正能量

新街镇将生态农业与旅游观光有机结合，围绕空间布局、建筑形态、产业支撑、特色打造等方面，初步建成集生
态旅游、高效农业和休闲娱乐于一体的现代农业观光旅游景点，成为我市乡村旅游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图为景区
亲水平台。 记者 夏静华 张莉琳 摄

本报讯（记者 王建生）江苏环保公众网8月7日发
布的盐城至南通高速铁路公示显示，计划新建的东台
站占地面积近23万平方米，将是沿线6站中占地面积
最大的站。

盐通高铁工程新建双线高速铁路，目标时速 350
公里。高铁沿线计划设车站 6 个，其中新建 5个车站，
分别是大丰、东台、海安、如皋南、国道村。南通西站为
改建车站。

盐通高铁去年曾经进行过两次环评公示，因变更
设计提速至350公里，今年重新公示。因重大设计调
整再次重新报批，这次是年内第二次公示，可谓好事多
磨。

此次公示首次详细披露了南延后的盐通高铁设计
方案。盐城至南通铁路纵跨盐城、南通、苏州三市，正
线长度近 188 公里。线路北自盐城站高速场与徐宿
淮盐线贯通引出后，向南经大丰、东台、海安后继续向
南，行经如皋市后进入通州区，连接在建的沪通铁路

南通西站，后与沪通铁路共用通道越过长江至张家港
站。

由于目前在建的沪通铁路设计时速仅为200公里，
盐通铁路过江部分将重新铺设轨道。在建的沪通铁路大
桥上已预留4线轨道，其中2线为沪通铁路通道，另2线
为盐通高铁预留。不过，过江部分的铁路时速与其余路
段还是略有区别的，线路在国道村站至张家港北站之间
的35公里过江段时速为250公里，其余时速均为350公
里。

盐城至南通至张家港通道是我国沿海铁路通道的
组成部分，本项目建成后可连接徐宿淮盐、通苏嘉、沪
通等城际铁路，对完善长江三角地区城际网布局，提高
沿海铁路通道整体运输能力和运输质量均具有重要作
用。

根据规划进度，盐通铁路和南沿江城际高铁都将
于2020年左右建成，东台到上海的车程将缩短到1小
时以内，从时空上真正实现了融入长三角。

东台站将成盐通高铁沿线最大车站

为了营造更加安全、快捷、有效、畅通的城市交
通环境，8月10日下午，市政养护所组织人员对东台
国际大酒店前道路护栏进行定期维护与更新。

唐雅 摄

本报讯（唐雅 金向红 张荣俊）截至目前，东台
镇8条市管河道、32条城市河道和36条大沟河道、
41条村庄河道全部明确了河长，在河道醒目位置
共设置了330块河长公示牌。

该镇把河道分为四大类型，按级别分区域建立
名录，明确分管范围和管理要求，对重点河道实行

“一河一策”管理。建立河长制联席会议制度和河
长牵头、河长制办公室具体负责的考核体系，同时
加强宣传监督，向社会广泛宣传河长制工作推进情
况，营造公众参与氛围。

东台镇镇域范围内竖起
三百块河长公示牌

本报讯（季伟）连日来，市纪委主动出击，会同
市场监管、税务等部门组成多个督查组，开展违规
吃喝“回头看”专项整治二轮督查，对全市各大主要
酒店、农家乐、私人会所等进行“飞行式”突击检查。

督查坚持明查和暗访相结合，一方面现场调阅
抽查餐饮税务票据，查看是否有党政机关、事业单
位的党员干部利用公款违规吃喝、违规公务接待、

“一桌饭”高档消费等行为，对于可查性强的疑似问
题线索及时跟踪；另一方面开展定点专题暗访，随
机在市区各大酒店和农家乐蹲点暗访，对党员干部
违规接受请托对象吃请、违规大操大办、参加升学
宴、谢师宴等行为进行暗访。

目前，市纪委正在对梳理出的问题线索进行核
查。市民若发现党员干部违规吃喝的问题线索，可
拨打举报电话89560785向市纪委反映。

违规吃喝专项整治
二轮督查展开

本报讯（苏阿珍 朱 霆 谢怀友）骄阳似火，酷暑
难当。梁垛镇沈倪村 4组鑫亨达园艺苗圃绿树成
荫，散养于林间的乌骨鸡、草鸭和家鹅等或林间觅
食或追逐嬉戏，一派农家田园景象。

今年以来，该镇按照全市“一片林”要求，大力
发展苗木种植，提高绿化覆盖率。截至6月底，该镇
已完成四旁植树10万株，全镇森林覆盖率提升1个
百分点。

围绕“彩色化、珍贵化、效益化”，该镇注重成片
造林，以火炬河、火炬路、610省道等骨干河道、路道
为突破口，新培植高效林业面积330亩，其中梁西通
源苗木场新建抗逆树种苗圃180亩，梁北村新建优
质苗圃150亩。此外，“盛之园”桃园、子进采摘休闲
果园、鑫亨达园艺苗圃等均具规模和特色。以培植
省林业示范村、森林村庄为突破口，大力推进村庄
绿化达标工程，新培植的省级绿化示范村、森林村
庄殷乐村栽植各类树木超3万株，建成片林320亩。

梁垛镇栽下一片林
致富一方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