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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建生 通讯员 曹国平）近日，市
卫计委及中医院负责同志赴京对接中国医药集团有
限公司等央企、医院，寻求合作，做大做强我市中医事
业。

我市中医文化源远流长，古往今来名家辈出，民间
传承底蕴丰厚，早些年就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确定为

“全国农村中医工作先进市”。近年来，随着市民群众对
健康保健需求的日益增长，中医“治未病”的作用越发突
显。市卫计委在实施分级诊疗、推进市镇村三级医疗机
构提档升级过程中，把放大中医特色服务摆在重要位
置。全市23家镇级卫生院全面建成中医馆，328家村
（社区）卫生室全面建成中医阁，率先在全省实现中医
馆、中医阁全覆盖，并首创在村卫生室大面积推广中医
适宜技术的成功经验，受到省卫健委的肯定和发文推
广。

市中医院作为苏北率先建成的县级三级乙等中医

院，三分之一的科室是盐城市级以上重点科室，9位医
生荣列盐城市级以上名老中医，针灸推拿康复科被列为
国家农村医疗机构特色专科建设单位，中医肝病科被确
定为全省首批基层医疗机构中医特色专科建设项目，新
开设的中医治未病、中医康复、中医肿瘤和中医美容“四
大中心”受到广泛欢迎，是我市做大做强中医的龙头医
院。

中国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是由国务院国资委直接管
理的大型医药健康产业集团，构建了集研发、制造、物流
分销、零售连锁、医疗健康、工程技术服务、专业会展、国
际经营、金融服务等为一体的大健康全产业链。

会谈中，市卫计委及中医院负责同志与国药集团相
关负责同志进行深入交流，就双方开展的合作项目进行
初步协商。

在京期间，市卫计委和中医院的负责同志还到北京
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进行对接交流。

市卫计委对接国药集团寻求做强中医合作
导 读导 读

六项个税抵扣细则
有望年底前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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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诸华桂 孙珺琪 张佳）“现在的如厕
体验太棒了，不仅干净整洁，而且有很多贴心的
便民服务。你看，这儿还有擦鞋机呢！”12月4日
下午，一位市民在广场路公厕对保洁人员说道。

今年以来，市城管局把“厕所革命”作为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新建改造提升
城市公厕的同时，不断加强日常管理、提升保洁
标准、提高服务质量，城市公厕面貌焕然一新，获
得群众一致点赞。

该局定人加强公厕日常保洁，下发管理手册，
每天清洗公厕墙壁、顶棚，及时擦洗地面、洗手
台、门窗及如厕设施，清理厕所垃圾，做到“客走
即清、定时打扫、随时维护”。公厕灯具、水箱、冲
水管道、隔档板等设施做到每日巡查、每周检查、
定期督查，及时排查故障，维修破损设施，确保公
厕内部设施完好，灯亮水畅，使用正常。同时，组
织环卫工人，集中清理市区100多座公厕内外乱
贴乱画、小广告，铲除墙边杂草，确保厕所周边环
境整洁无杂物。

利用公厕改造提升契机，增设残障设施及残
障人士专用坐便器107个，在主次干道合理增设
公厕导示牌 90多处，方便市民及游客如厕。同
时，在公厕内外规范设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
公益广告牌，完善禁烟、节电、节水、节约用纸等
宣传标识，进一步提升服务水平。

市城管局持续推进
“厕所革命”提升服务水平

本报讯（记者 朱江）
12月 6日上午，市长王旭
东带领相关部门负责同
志深入商业综合体、农贸
市场、居民小区、中小学
校等城市交通易堵点周
边现场踏勘并召开研讨
会。他要求，着眼长远科
学规划，以人为本加大投
入，整合力量强化管理，
切实疏通道路改善交通
环境，提升群众幸福指
数。

德润南入口和金海
路与红兰路交叉口处于
德润商圈区域，来往车辆
络绎不绝。东亭菜场是
周边最大的农贸市场，极
易 造 成 东 亭 路 交 通 拥
堵。王旭东深入现场，详
细询问现有停车场使用
和机非分流等情况，要求
强化路边停车管理，加大
车流人流疏导力度，切实
保障道路安全。在实验
初中北门、南门和一小南
门，王旭东认真听取学校
空间布局规划、家长临时
停车点设置等情况，要求
以人为本，高效利用校园
内外空间，畅通学校周边
道路。在金地盛大花园
南门和东门路与东园路
交叉口，王旭东仔细了解
周边居民居住、当前道路
建设标准等情况，要求统
筹规划、合理布局，切实
解决群众出行的“痛点”。

王旭东强调，民生工
作无小事，城市交通堵点
也是群众心中的痛点。
要体现以人为本的服务
理念，进一步细化、完善
工程规划设计方案，切实
提高规划的科学性、操作
性和前瞻性。要加大投
入力度，有序实施道路畅
通工程，完善硬件设施配套，高质量、高标准推动
城市易堵点治理，打造宜居、舒适的城市环境。各
相关部门要整合力量，合力推进，主动帮助协调解
决好相关矛盾和问题，提升公共资源利用效率，保
障各项工作顺利推进。要强化管理、提升服务、加
强疏导，保障城区交通微循环，实现车畅其道、人
畅其行，切实改善城市交通环境，为群众出行提供
便利。

市领导陈晓俊、杨云峰参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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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丰镇红安村是一块红色的热土，
1943 年成立了安丰地区第一个党支部。
多年来，该村秉持党建领航筑就幸福路，
创新开展以“强战斗堡垒、带产业兴旺、
带生活富裕、带乡风文明、带治理有效、
带生态宜居”为内容的“一强五带”以及

“党员积分制”等工作，量化考核办法，全
面推进党员管理，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
织的战斗堡垒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该村先后获评江苏省文明村、江苏省美
丽乡村、江苏省民主法治示范村和江苏
省和谐社会建设示范村。

记者 张一峰 通讯员 陈进 摄

本报讯（记者 戴海波）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加
强与韩国企业集团战略合作，12月5日至6日，市委书
记陈卫红率队赴上海，拜访韩国驻沪相关机构，举办'
2018 江苏东台（上海）韩企投资说明会。韩国驻上海
总领事馆领事辛允一，以及来自韩国工商团体、企业
界、金融界等40多家机构和企业的代表出席投资说明
会。

在沪期间，陈卫红先后拜访韩国驻沪相关机构，宣
传推介东台，谋求战略合作。在韩国驻上海总领事馆，
总领事崔泳杉亲切会见陈卫红一行。陈卫红说，东台
历来非常重视与韩国经贸、文化交流合作，从2004年
开始每年都组团到韩国开展经贸招商，专门设立驻韩
招商联络处，长期与韩国政府部门或产业园区保持
密切联系。上个月中旬，东台经贸代表团赴韩国考
察招商，走访SKC公司、CJ集团和仁成实业等企业，
全面推介东台投资环境，积极拓展互利共赢新空间，
随着双方交往不断加深，东台被越来越多的韩国朋
友所熟知。崔泳杉在观看了《你好，东台》宣传片、听
取相关情况介绍后，用“完美”两个字对我市深厚的
人文底蕴、优美的自然环境、厚实的产业基础予以赞
赏，表示将择期到东台参观考察，亲身领略东台自然
生态的壮美，感受东台城市发展的活力。同时将发
挥工作优势，宣传东台、推介东台，推动双方携手合

作，共谋发展。韩国贸易协会是由8万 5千个会员公
司组成的民间经济团体。陈卫红专程拜访韩国贸易
协会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徐旭台先生并座谈交流。
陈卫红表示，东台产业园区是加快中韩（盐城）产业
园建设的重要载体平台。近年来，我市把对韩合作
作为对外开放的优先方向，双方在电子信息、半导
体、机器人等产业发展定位上高度吻合，合作前景广
阔。徐旭台表示，将充分利用协会资源组织更多会
员单位到东台考察投资，寻求合作。在韩国大邱广
域市上海代表处，陈卫红与首席代表徐东达先生进
行深入交流。陈卫红说，2014 年东台与韩国大邱市
达西区缔结为友好交流城市以来，双方交流日益频
繁，一批韩国客商在东台投资兴业、长期扎根，一批
韩资企业正在与东台洽谈合作投资电子信息、绿色
食品深加工等项目，彼此结下深厚友谊，希望双方像
走亲戚一样，多到东台走一走、看一看，开辟更广阔
合作空间。徐东达表示，将进一步深化与东台合作，促
成更多韩资企业来东台投资，为深化中韩经济合作作
出努力。

陈卫红在推介会上致辞，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出席
会议的各位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她说，东台是离韩国
济州岛最近的中国城市，东台作为江苏沿海新兴城市，
主动顺应产业变革潮流，坚持走“智慧+绿色”发展路

径，初步形成“高轻新智绿”的现代产业体系。
陈卫红指出，前不久，韩国率先在全球推出5G商

用服务，展示了新一代信息技术、半导体集成电路等领
域的雄厚实力和领先地位。当前东台正抢抓长三角一
体化、中韩（盐城）产业园建设等多个国家战略叠加的
重要机遇，大力发展新兴产业，积极打造特色鲜明的先
进制造业基地，东台与韩国合作空间极为广阔。我们
将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全面深化对韩经贸、文化、
教育等各领域合作，全力支持韩资企业在东台投资布
局生产基地，推动双方合作不断取得丰硕成果，携手共
创锦绣未来！

会上，大邱广域市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徐东达、韩
国CJ集团中国本社副总裁朴恩模、江苏科马特机械有
限公司总经理安润焕等嘉宾客商作交流发言，盛赞我
市自然资源独特丰富、营商环境高效务实、城市环境生
态宜居。

市委常委邱海涛推介我市经济社会和产业发展情
况，副市长徐越主持推介会。黄海森林公园作了专题
推介。

会前，陈卫红分别会见了韩国驻上海领事馆领事
辛允一、韩国CJ集团中国本社副总裁朴恩模、上海韩
国商会副会长金俊奉等，双方就深化合作内涵、实现协
同发展进行深入交流。

全面扩大对外交流合作 打造中韩产业发展新高地

’2018东台（上海）韩企投资说明会成功举办
陈卫红致辞并拜访韩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总领事崔泳杉

本报讯（曹晔 刘佳）12月 6日，市交通
运输局与上海市城市交通运输管理处成功
签订交通运输接轨上海框架协议。

随着沈海高速、盐通高铁等重要通道
的建设和市内路网建设的不断突破，我市
与上海的时空距离越来越近。交通运输接
轨大上海，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双方经友好协商，将本着优势互补、共
同发展、合作共赢的原则，紧紧围绕现代客
运、现代物流、站-运-游一体化、绿色运
输、运输行业转型升级以及运输市场秩序
维护等方面加强合作沟通、拓展合作领域、
深化合作内容、落实合作措施、营造合作条
件，共同推动两地交通运输事业高质量发
展。

市交通运输局与上海城市

交通运输管理处携手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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