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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于 头 灶 镇 的
峰 峰 鸿 运 环 保 科 技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开 发
生 产 的 除 尘 设 备 以
及各种锅炉辅机、热
管换热器系列产品，
广泛应用于冶金、化
工、有色等污染严重
的 行 业 及 工 业 废 气
治理。 刘进涛 摄

市委全会访谈

本报讯（记者 张一峰 通
讯员 潘荣华）2018年，全市招
投标入场交易数首次破千，达
到 1007 个，成交额 73.11 亿
元。其中国有投资项目 848
个，成交额 27.221 亿元，节约
资金8.44亿元，节约率23.7%。

去年，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以改革创新总揽招投标工
作全局，着力在完善监管制度

和优化服务措施上求突破。
起草并提请市人民政府出台
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工程建设
招投标管理的实施意见》，适
当放宽入场交易项目的标准，
实行招标人负责制。

加强对投标企业的诚信管
理，推行投标承诺制和中标悔
约追究制。加大中标企业合
同履约督查力度，出台标后督

查办法，实行大型及市属重点
工程项目部和监理部视频考
勤，遏制借资质挂靠和转包分
包行为。缩短招标周期，对无
技术标评审内容的项目，自招
标文件开始发出之日起至递
交投标文件截止之日不少于
10 日，比法定 20 日减少 10
日。简化小型工程招标程序，
建立了房建、市政、公路、绿化

及装饰装修类小型及应急工
程预选承包商库，实行小型工
程随机确定中标人办法，一般
只需 7 天就可完成招投标程
序。加强对限额以下工程招
投标工作指导，建立限额以下
项目招投标管理网络，实行限
额以下项目招投标情况季报
制度。

去年全市投标入场交易量破千

本报讯（记者 周洪悦 通
讯员 苏宇翔）近日，农业农村
部公布第三批率先基本实现
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
示范名单，我市位列其中。

2017年以来，我市加大农

机作业补贴力度，着力补足薄
弱环节。2018年，全市插秧机
保有量达2794台，高效植保机
保有量达2244台，粮食烘干机
保有量达 460 台，总吨位达
6900吨。通过两年示范创建，

全市农业机械化水平有了很
大提升。

据不完全统计，2018年我
市14个镇水稻种植面积44.45
万亩、小麦种植面积 66.02 万
亩、玉米(纯作)种植面积 18.3

万亩。机具保有量的增长，促
使我市粮食生产六大环节机
械化水平均达到或超出创建
标准，粮食生产综合机械化率
达到 90.7%，已达到农业生产
机械化的高级水平。

全市粮食生产已达
农业机械化高级水平

本报讯（记者 顾敏）市住
建局围绕创建国家文明城市总
体目标，坚持工作不松、标准不
降、力度不减，全力营造和谐舒
适、整洁卫生的人居环境。

该局着力畅通路网“微循
环”、开展环境“微整治”。截
至去年底，黄海西路、庆丰路

东延等5条续建道路全部提前
竣工。18条背街后巷改造，除
3 条因房屋征收等暂缓实施
外，其余15条全部完成。完成
朝阳新村积水区域整治。优
化完善黑臭水体整治实施方
案，科学排定整治项目累计疏
通排水管道153公里。

完善功能“优服务”，完成
八达城、达荣商城、东坝新村
四期等9个小区天然气改造，
年内新增老旧小区天然气用
户5500多户。建成市一小集
散场地建设和寺前街北侧停
车场。对东亭路、鼓楼西路等
道路配套建设盲道设施。对

望海路、海陵路及周边区域人
行道铺装进行全面提升，将人
行道外侧建筑退让部位纳入
改造范围。

同时，强化物业管理绿化
养护，将90个物管小区划分为
四个片区，开展专项整治月和
攻坚克难整治活动。

住建局营造和谐人居环境

记者 叶海慧

2018年是全市公路路网建设提
升三年行动计划实施的收官之年，
交通运输系统全面超额完成年度目
标任务。今年，市交通局将以全会
精神为引领，强势构建现代交通体
系，助推城乡高质量发展。

全力助推高铁、高速建设，加快
打通对外快速通道，以加速度融入

“长三角”“长江经济带”建设。实施
国省干线建设，完成229省道、海陵
路南延等工程建设，启动 352 省道

西段工程，形成互联互通，外联内畅
的市域交通网络。以创建四好农村
路达标示范县为契机，实施农村公
路提档升级，助推乡村振兴。配套
物流、现代服务业基础设施，统筹城
乡客运发展，高起点统筹谋划城市
公交、城乡客运、镇村公交三位一体
运营方案。创新行业监管模式，利
用指挥管理中心平台，加强监督，实
施平安交通，满意运输。加强党风
廉政建设，有效发挥党组织在交通
事业上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
模范作用，讲好交通故事。

市交通运输局局长刘晔

着力构建外联内畅现代交通体系

记者 叶东升

人社局将以创造高品质生活为
努力方向，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统筹抓好高校毕业生、城镇困
难人员等各类群体就业，拓展就业
渠道。对就业困难人员实施就业援
助，把经认定的有劳动能力和就业
愿望的就业困难人员等纳入就业援
助和社保补贴范围，兜牢就业底线。

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险覆盖范
围，稳步推进全民参保计划。立足

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贫困人口全覆
盖，继续做好贫困人口、低保对象等
困难群体代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费
工作。精准实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保险扶贫工作，逐步实现被征地农
民刚性进保。完善城乡居民医保系
统，实现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大病保
险、医疗救助“一站式”即时结算，切
实减轻贫困人员垫资压力。

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和大数据
手段，努力实现“马上办、网上办、就
近办、一次办”，着力打通为民服务

“最后一公里”。

市人社局局长许学军

把创造高品质生活作为努力方向

记者 周洪悦 通讯员 徐振海

教育局将加快推进教育现代
化，在更高起点上办好人民满意的
教育。

聚焦品质教育，持续优化布局
调整，加快市第一幼儿园、实小启平
分校扩建等工程建设。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广泛开展“扣好人生第
一粒扣子”主题教育实践活动，积极
建设江苏省中小学生品格提升工程
项目。筑牢质量核心地位，确保各
类教育教学质量稳居盐城第一，加
快接轨苏中苏南。

围绕“学在东台”，提升教育整
体水平，同步推进学前教育攻坚补
短、城乡义务教育优质均衡、职业教
育融合创新发展，推动东台中学创
建省高品质示范高中，实施名校名
师培育计划。大力发展智慧教育，
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
合，创建一批省和盐城市智慧校园。

巩固校外培训机构集中整治成
果，全面实施学生弹性离校制度，为
有需求的学生做好延时服务。加强
学生资助管理，让困难家庭学生有
更多获得感和幸福感。

市教育局局长王劲松

更高起点上办好教育让人民满意

（上接第一版）
【干群心声】市经信委主任朱文

胜表示，将紧扣产业提升、企业转型
重点环节，促进经济发展内生动力
不断提升。加快智能制造与电子信
息、新能源、新材料、装备制造、大健
康等新兴产业融合发展，以新特产
业发展引领产业升级。引进科技研
发、电子商务、现代物流、服务外包
等生产性服务业，支持有条件生产
型制造企业向服务型制造转变，以
骨干企业培育提升规模总量。加快
实施“机器换人”，推进智能车间建
设，推动企业“上云”，促进低碳发
展，以资源综合利用实现绿色增
长。加大园区硬件投入，提升园区
综合实力，以园区等级创建推动载
体提档。实施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培育计划，引导中小企业加大研发
投入，打造一批“隐形冠军”企业。

【报告点击】
顺应经济服务化趋势，更大力

度发展现代服务业。
【延伸阐述】我市着眼融合发展

的新形势，对现代服务业提出了“1+
4”发展布局，加快建设“品质+多
元”的服务高地。

“1”就是以大市区为主阵地，发
展高端商贸业。“4”指科技服务业、
现代物流业、休闲康养业、文化创意
产业。科创服务业以城东新区为主
阵地，争创国家级智慧产业园。现
代物流业以内河港为重点，打造综
合性物流中心。休闲康养业以黄海
国家森林公园、沿海滩涂湿地为重
要载体，打造全国知名的森林康养
基地。文化创意产业以西溪景区为
主阵地，争创国家级影视基地。

【干群心声】西溪景区党工委书
记、管委会主任崔静认为，“1+4”发
展，布局分明，描绘出我市服务高质
量发展的美好蓝图。西溪景区将紧
扣文化创意定位，重点发展影视产
业，加快推进影视外景地犁木古街
建设，“五一”前推出 120 套影视民
宿，盐仓监、犁木广场建成开放，12
月底古建基本竣工，明星梦工厂6月
底建成。同时与上海等地影视公司
加强合作，力争每年吸引 10 部以上

影片来东取景拍摄，年实现影视税
收净收入500万元，影视创客中心全
年经营收入500万元。

【报告点击】
把准形势发展变化，全力支持

实体经济加速转型。
【延伸阐述】一方面扎实做好

“增量提升”文章，支持行业龙头和
高成长性科技企业加速向产业链高
端攀升。坚持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
链、匹配资金链、集聚人才链，深化
与大院大所合作，加强对关键领域
顶尖人才、企业、平台等高端要素的
招引，加快建设半导体、机器人、智
能制造等公共研发平台，年内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到160家。实施

“百家智能企业”培育计划，推动人
工智能、物联网、柔性生产等技术深
度应用，扩大“机器换人”“企业上
云”覆盖面，培植更多优质企业，形
成一批标杆性的瞪羚企业、雏鹰企
业，创五星企业4家、四星企业7家。

另一方面扎实做好“存量优化”文
章，坚持“亩产论英雄”，围绕提高经济
密度，抓实亩均投资、亩均销售、亩均
税收等关键指标，建立工业企业绩效
综合评价体系，滚动实施“百家企业技
改”工程，深入推进“三项清理”工作，
引导传统产业企业实施技术改造、重
组合作，有效盘活闲置厂房、闲置土
地，加速腾笼换鸟、脱胎换骨，推动实
体经济持续稳中向好。

【干群心声】南沈灶镇党委书记
朱均东介绍，在全市一带三区经济
发展格局中，南沈灶镇处在中部特
色转型区，特色转型的关键就在认
真做好“增量提升”和“存量优化”两
篇文章。培优增量重在加快园区项
目建设速度，力促在建项目快竣工、
竣工项目快投产。激活存量重在加
大现有规模企业培植力度，推进君
安公司转型发展、世目公司智能化
提升改造和新产品研发。围绕提高
经济密度，抓实亩均投资、亩均销
售、亩均税收等关键指标，全年实施
企业智能化改造 5 家以上。力争通
过两年左右时间，实现全镇规上工
业开票销售翻一番，全口径工业开
票突破40亿元。

1月11日下午，市见义勇为基金会常务理事、市公安局政委何
亚东一行冒雨慰问谢小进,并给他送去了五千元奖金。黄爱荣 摄

（上接第一版）范仲淹修筑捍
海大堤，在安丰人心里种下了
善的种子。平民哲学家王艮

“以善立人”，在安丰定下《淮
扬乡规》，让民风变得更加淳
朴和善。近年来，安丰镇出现
了一大批善行典范，如全国模
范调解员周兆喜、江苏好人常
义凤、盐城好人吴雨芳……百
岁老人丁友珍义务清扫街道
80年的故事，更是影响了新一
代的安丰人。

在安丰义乌小商品市场
丰一阁，获救的女司机郑晓丹
动情地说，东台地方好、环境
好、人更好。车子落水后，正
当自己满心慌乱、手足无措
时，谢小进第一时间跳进冰冷
的河水救了一车大小，临上岸
还拉开车门细细查看了一遍，
嘴里不停地发问：“都上去了
吗？都上去了吗？”岸边的人
个个伸出援手，送我们回家的
那个好心人找了几天还没找
到。15年前，郑晓丹就跟着姐
姐、姐夫来东台投资。早些
年，策应安丰现代服务业布局
调整，办起了市场。近年来，
安丰电子信息产业、旅游业蓬
勃发展，又投资建设亿龙房车
公司和农家乐、宾馆等。政府
服务好，生意越做越红火，一
大家子10多口人都到东台发
展，一年到头就过年回去一个
星期。“我们在东台有好多好

多朋友，平时总给我们送米送
菜，要过年了，送来的年糕、包
子、香肠吃都吃不完。这儿就
是我们的第二故乡。”

郑晓丹的体验也是许多
来东台就业创业者的共同感
受。今年28岁的李辉来自上
海金山区，前年3月应聘为东
台立讯精密电子技术有限公
司工程研发部课长，他研究设
计各类节能减排方法，每年为
公司节约成本约 300 万元。
在东台，他不仅发展了自己的
事业，而且找到了自己的爱
情，他与文静秀气的安丰女孩
陈家豪相识相知，一次李辉意
外受伤，在女朋友家养伤，未
来的老丈人每天亲自给他煲
汤，让这个外地小伙享受了家
的温暖。上海夫妇卢家平、包
岳群老两口看中了东台的好环
境，定居安丰8年，与周围邻里
相处得像亲人般融洽，卢家平
在市人民医院动阑尾手术，邻
居主动烧好早饭送到医院。今
冬寒潮来袭前，安丰镇组织送
温暖、献爱心“衣旧情深”活动，
为安丰电子信息产业园100多
名来自云南省邵通市彝良县的
农民工募集冬衣，穿上厚实的
棉袄，云南籍工人的心暖暖的，

“安丰这个地方太好了，这里的
人待我们就像亲人一样，时刻
关心我们的冷暖。”

下午 2时许，就在记者采

访完毕准备返回时，同行的安
丰宣传办工作人员小邢兴奋
地告诉记者：“这几天，一直在
寻找的那位送郑晓丹回家的
好心人找到了。”我们随即去
采访了这个叫潘坚勇的江西
小伙子。潘坚勇在安丰创业
七八年了，那天他也是去接孩
子的。“那么冷的天，他们身上
都湿透了，送他们回家，每一
个安丰人都会这么做的。”潘
坚勇说。

是的，在这块民安物丰的
土地上生活的人就是这么朴

实。正如安丰镇党委书记杨
小锋所说，安丰就是一个让人
不设防的地方。该镇注册志
愿者达到 7624 人，年开展志
愿服务400次以上，17个村中
有9个村被表彰为省市级文明
村，今年又获评全国文明镇。

“镇里正以善行馆为基础，打造
安丰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大
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向更多人宣传谢小进救人这样
的善行义举，激发更多的人愿
意做‘好人’，敢于做‘好事’。”

《生死两分钟》背后的故事更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