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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叶东升）根据盐城市委部署，2月10日
下午，盐城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尹卫东率队到我市检查
考核2017年度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落实情况。市委书
记陈卫红汇报了市委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情况，
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王爱军汇报了市纪
委落实党风廉政建设监督责任情况。

陈卫红说，过去的一年，我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
委决策部署，严格履行主体责任，主动履责担责，突出明
责定责，严格考责问责，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牢牢放在心上、抓在手上、扛在肩上；扎实推进全面从严
治党，严守政治纪律，坚决惩治腐败，严格自我要求，以
更严的尺度将党风廉政建设不断推向纵深；驰而不息深
化作风建设，注重示范引领，突出治理重点，强化刚性约
束，坚决有力纠正“四风”，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与
此同时，把问题整改作为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重
要任务，严明工作措施，一项一项抓落实，营造风清气正

的政治生态，实现反腐倡廉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并
进。在国家统计局组织的党风廉政建设民意调查中，我
市综合得分继续名列全省前茅。

一年来，市纪委坚持担当作为，推动党委主体责任
和纪委监督责任同向发力；坚持常抓长治，推动形成作
风建设新常态；坚持力度不减、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
坚持标本兼治，规范党员干部用权行为；坚持严抓严管，
夯实履行监督责任根基，被表彰为五年一次的全省纪检
监察系统先进集体。

尹卫东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党
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取得的成效。他说，近年来东
台始终坚持稳中求进、克难奋进，“融入长三角、建设新
东台”取得新的进展，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发展态势更加
明显，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实现了党风廉政建设与
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为推动东台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基
础、积蓄了后劲。

尹卫东指出，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必须突出

“关键少数”，领导干部要提高政治定力，树立为民情怀，
强化践行自觉，做到以身作则、以上率下。落实党风廉
政建设责任制必须聚焦主业主责，强化纪律教育，持续
正风肃纪，严厉惩治腐败，做到治标治本、常态长效。落
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必须严明责任，领导班子要当好

“主心骨”，抓责任“不松手”，党委书记要当好“第一责任
人”，作表率“不甩手”，班子成员要履行“一岗双责”，抓
落实“不缩手”，做到落小落细、问责问效。尹卫东同时
希望东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振奋精神、锐意进取，全
面落实好党风廉政建设党委主体责任、纪委监督责任，
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为推进

“六个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强富美高”新盐城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在东期间，检查考核组通过听取汇报、组织测评、查
阅资料、个别访谈、实地走访察看等形式，对我市2017
年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进行全面了解和分析
评估，并作出客观评价。

尹卫东率队检查考核我市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落实情况

提高政治站位 强化责任担当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欢迎广大群众监督节日期间作风建设欢迎广大群众监督节日期间作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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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市政绿化养护所员工在寒风中为行道
树梳妆，迎接新春佳节。孙家录 摄

本报讯（记者 戴海波）
2月11日上午，市长王旭东
带领相关部门负责同志督
查农业农村重点工作。他
要求，咬定目标不放松，抢
抓时机加紧干，保质保量完
成农业农村各项重点工作
任务。

王旭东一行首先来到
泰东河饮用水源一级保护
区，察看保护区内企业拆迁
情况，要求东台镇和相关部
门通力合作，做好拆迁扫尾
和生态修复工作，保障饮用
水源水质安全。随后王旭
东深入到610省道梁垛段、
老 204 国道及 344 国道东
台镇段等绿色通道建设现
场，详细了解绿色通道进展
情况，要求紧扣时间节点，
坚持标准、科学组织，迅速
推进国省干线绿色通道工
程建设。去冬今春以来，梁
垛镇殷乐村精心打造全长
4400米的红心支沟河滨绿
化景观风光带，新增瓜果蔬
菜设施面积 650 亩。王旭
东对该村工作取得的成绩
给予肯定，叮嘱该村负责同
志继续加大环境整治和农
业结构调整力度，建设美丽
村庄，促进富民增收。在
344 国道沿线的东台镇和
头灶镇千亩设施农业基地
现场，工人们正在搭建大
棚。王旭东深入现场仔细
询问土地流转、建设规划等
情况，要求相关镇坚持规划
引领，完善配套设施，加快
打造白色长廊、绿色走廊。

王旭东强调，要抢抓节
前、节后气温回升有利时
机，加快推进绿色通道建
设，同时对已栽植苗木进行“回头看”，建立机制加
强管护，改造提升沿线环境，精心打造 344 国道、
610省道二期等绿化景观大道，进一步扮靓我市生
态名片。要扎实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高效
农业，加快高效设施农业示范带和千亩连片设施基
地建设，示范带动更多农民增收致富，让农业成为
有奔头的产业。要重抓美丽乡村建设，加大环境整
治力度，完善基层公共服务，全力助推乡村振兴。

副市长孙高明参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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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临近，家家户户忙着囤积年货庆贺团圆，图为市民在选购春节饰品。记者 唐雅 摄
本报讯（东纪宣）春节将至，市纪委再次重申作

风建设“八个严禁”纪律规定：严禁借节日之机大操
大办婚丧喜庆事宜、铺张浪费；严禁用公款送礼、相
互走访、宴请、旅游和参与高消费娱乐健身活动；严
禁利用节日之机跑官要官、买官卖官；严禁以各种
名义年终突击花钱和滥发津贴、补贴、奖金及实物；
严禁用公款购买赠送贺年卡、烟花爆竹等年货节
礼；严禁公车私用、私车公养；严禁参与任何形式的
赌博活动；严禁组织或参与迷信活动。

全市各纪检监察组织要切实履行专责监督职
能，坚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动真格、零容忍，
施铁腕、出重拳，不断加大监督检查的频次和力度，
确保令行禁止。

市纪委重申作风
建设“八个严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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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戴海波）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2月
10日上午，在全市2017年度综合考核总结大会上，领胜
城科技、上海电气以及中玻公司、磊达等企业的代表胸
佩红花受邀坐上了主席台，这在我市年度综合考核总结
大会的历史上还是首次。

当一批批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上台领奖后，颁
发星级企业奖成为大会最大看点。企业家们列队走到
主席台前，市四套班子领导与企业家亲切握手，并为他
们戴上金牌，会场内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坐在主席台上享受殊荣，我们心里充满责任感和荣
誉感。”上海电气风电设备东台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顾伟说，
去年上海电气实现销售十多亿元，税收入库逾1亿元，被评

为盐城市五星企业，这些都离不开政府和部门的贴心服
务。今年公司将继续扩大产能，推动产品智能升级。

去年，我市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突出“高轻新智
绿”导向，坚持不懈构建“3+2+1”现代产业体系，形成了
一批层次高、带动力强的新增长点。领胜科技、上海电
气纳税超亿元，全国工业百强县（市）排名上升至第61
位。邀请企业家坐上主席台，既是对企业和纳税人的肯
定，更向全市发出了进一步聚力壮大实体经济、建设先
进制造业强市的强烈信号。

“新的一年，集团将聚力创新转型，积极争创盐城市
五星级企业，为我市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磊达
集团董事长汤广宏表示。

全市年度综合考核总结大会新气象

贡献突出企业家代表坐上主席台

本报讯（记者 唐雅）2月11日上午，由新华报业
传媒集团主办的“城门挂春联 江苏开门红”活动在
我市举行，一副长7米宽1米的巨幅春联在西溪景
区掀开“红盖头”。新华日报社副社长、新华报业传
媒集团副总经理庄传伟，我市领导鲍宇、周爱东出
席活动。

巨幅春联上联为“煮海为盐，且听古寺钟声，千
载烟云归咫尺”，下联是“揽春入赋，又踏西溪梅影，
满城歌舞庆丰饶”。这副三断句 17字中长联是从
600多位楹联才子1000多件投稿作品中挑选而出。

此前，城门挂春联活动已在南京举办了两届，今
年扩大到全省所有设区市举行，受到各地积极响
应。盐城市是首次与新华报业集团联合举行这项
活动，选址确定我市西溪景区。

当天，庄传伟一行还先后参观了城市规划展示
馆、西溪景区、甘港景区，我市优美的自然风光、悠
久的历史古迹、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浓郁的民俗风情
都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西溪景区挂出巨幅春联

本报讯（记者朱江）2月12日上午，全市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陈卫红作出专门批示，市委
副书记、政法委书记许峰，副市长杨云峰参加会议。

陈卫红在批示中指出，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
刻作出的重大决策。全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提高政
治站位，充分认清扫黑除恶的重大意义，主要负责同
志要承担起第一责任人的责任，科学谋划、精心组织，
突出重点、精准打击，坚决铲除黑恶势力滋生蔓延土
壤。市委政法委和政法各部门既要守土有责，更要守
土尽责，要主动履行职责、坚决狠抓落实。各有关部

门要树立全市“一盘棋”思想，各司其职、通力协作，形
成扫黑除恶工作合力。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善于发动群众积极参与，坚决打赢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这场硬仗，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建
设“强富美高”新东台营造良好社会环境。

会议要求以“零容忍”态度全面排查摸底，突出重
点打击，坚持重拳出击，提升办案质效，坚决打掉黑恶
分子嚣张气焰。要把扫黑除恶与开展综合整治、反腐
和基层“拍蝇”、基层组织建设相结合，坚决铲除黑恶
势力滋生土壤。要强化组织领导，进一步健全组织体
系，广泛发动群众，强化督查考核，聚集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整体合力，坚决打赢扫黑除恶攻坚战。

全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会议召开
陈卫红作出批示

本报讯（记者 许翰文）2月11日，盐城市委宣传
部调研员陈中才一行来我市，慰问道德模范和身边
好人代表，给他们送上慰问金和节日祝福。

陈中才一行先后来到江苏好人王高云和中国好
人、省道德模范崔卫香的家中，与他们亲切交谈，仔
细询问家庭状况、身体情况等，感谢他们传承中华
美德，弘扬时代精神，用善行义举传播时代文明，希
望更好地发挥榜样引领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弘
扬正能量。

1999年崔卫香养母不慎摔伤，时年 15岁的崔
卫香，毅然放弃学业，挑起家庭重担，没日没夜地精
心侍候养母。2008年初，崔卫香带着瘫痪养母和智
障养父一起出嫁，慢慢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2015
年孤寡老人王高云下夜班回家，在路中间捡到一堆
衣服，里面有两大捆现金。他冒着细雨在路边寻
找、等待，主动将11万元现金还给失主。

盐城市委宣传部慰问
我市崇德向善典型

本报讯（记者 张一峰）盐城市经信委日前举行新闻
发布会，公布2017年度优秀工业企业排行榜。在通报
表彰的 10 类 20 强共 118 家企业中，我市有 20 家企业
入围，位列各县（市、区）之首。

我市20家企业中，领胜城科技、上海电气位列纳税
贡献20强榜单，苏美达新能源、宏泰纤维、中粮肉食3家
企业位列开票销售20强，瀚隆家纺、神龙药业、领胜城
科技、吉中汽车内饰件 上海电气、恒泰特钢6家企业位
列用地产出20强，苏美达新能源、领胜城科技、科森科

技3家企业位列重大新增长点20强，领胜城科技同时位
列研发投入20强，瀚隆家纺、宝德电子、华源医疗科技、
百通达科技4家企业位列出口创汇20强，领胜城科技、
科森科技、茉织华服饰3家企业位列就业贡献20强，磊
达、东强、民星茧丝绸、富安茧丝绸、华威标准件位列驰
名商标20强工业企业，东强、中磊节能科技、上海电气3
家企业位列质量品牌20强。

去年，我市深入实施“产业强市”战略，实现了企业
运营、产业提升双丰收，（下转第二版）

盐城市发布优秀工业企业排行榜

我市20家入围居各县（市、区）首位
本报讯（记者 王建生 通讯员 姜海涛 吉英）日

前，610省道东台段二期跨新长铁路特大桥工程建
设工地获省交通厅“示范工地”称号。

跨新长铁路特大桥是610省道东台段二期工程
中的控制性工程之一。西起通榆河大桥以东200米
处，东与 610 省道公路相接，桥长近 933 米，宽 26
米。工程由中铁上海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设计，江
苏雷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中标承建。目前，全桥已
贯通，桥面施工已完成近三成工作量，预计5月底建
成通车。

610省道东台段一建设
工地获省交通厅表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