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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叶海慧 通讯员
徐义东 徐斌）近日，省推进企业研
发机构建设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发
布《“企业研发机构高质量提升计
划”实施方案》，首批223家企业入
选高质量提升培育库，力争通过三
年时间培育 26 家国际有影响力、
197 家国内一流的企业研发机构。
我市东强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入选国
内一流的企业研发机构培育计划，
盐城市仅有3家入列。

东强公司围绕“做专、做精、做
强、做大”电缆产业目标，坚持以国
家产业政策为指引，以市场需求为
导向，创新管理模式，优化资源配
置，重点在电缆安全性、高品质、环
保型等关键技术持续加大企业研发
能力建设，去年投入研发经费1659
万元，与上海交大、中科院电缆研究
所等国内知名院校和科研机构开展
深层次、宽领域合作，成功开发行业
技术一流新产品 5 项。在培育期
内，东强公司计划新增投入研发经
费6000万元，重点培养专业技术人
员90人，柔性引进中科院院士、国家
千人计划等行业顶尖人才4名，持续
打造宽松的研发环境，在轨道交通
无缝贯通地线、高阻燃屏蔽数据电
缆、风能电力电缆和航空航天、军工
用特种电力电缆等三大类产品，计
划年攻克行业共性、关键技术6项以
上，年新产品销售占企业销售总收
入40%以上。

省推进企业研发机构建设工作
联席会议是省政府为加强对企业研
发机构建设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建
立的专门工作机构。此次东强公司
成功入选必将有助于企业加快实现

“建设全球一流电缆研发基地”的奋
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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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戴海波）根据省委统一安排，2019
年 7月 4日，省委第一巡视组向东台市反馈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专项巡视情况。会前，向东台市委书记陈卫
红传达了省委书记娄勤俭同志在省委书记专题会议
上关于巡视工作的讲话精神。会上，省委第一巡视组
组长陈志扬向东台市委领导班子反馈了巡视情况，并
对巡视整改提出要求。盐城市委书记戴源就履行主
体责任、抓好整改工作提出要求。陈卫红主持反馈会
议并作表态发言。

根据省委统一部署，2019 年 3月 12日至 5月 12
日，省委第一巡视组对东台市开展了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专项巡视。巡视组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树
牢“四个意识”，践行“两个维护”，认真贯彻巡视工作
方针，切实把握政治巡视内涵和“再监督”工作定位，
突出“专”的特点，聚焦中央和省委乡村振兴决策部署
落实情况、市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主体责任落实情
况、市纪委监委监督责任落实情况以及各类监督检查
发现问题整改落实情况，着力发现和推动解决乡村振
兴战略实施过程中的责任问题、腐败问题、作风问题，
顺利完成了巡视任务。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听取
了巡视组的巡视情况汇报，并向省委书记专题会议报
告了有关情况。

陈志扬指出，近年来，东台市委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践行新发展理
念，乡村振兴各项工作开局良好。统筹推进高质量发
展，积极推动制造业创新转型。现代农业发展基础
好，生态建设取得新成效，平安市县创建持续保持好
态势。巡视中，巡视组发现和干部群众反映了一些问
题，主要是学习领会中央和省委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精神不够深刻；距离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

还有差距；在履行乡村振兴战略主体责任上，“绣花功
夫”下得不深；在乡村治理上存在薄弱环节；执行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不够严格，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依然存
在；重点领域监管乏力，群众身边腐败问题多发；履行
管党治党责任不够有力，落实监督责任有待加强；巡
视、审计发现问题整改不够到位。同时，巡视组还收
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有关规定移交
纪检监察机关、组织部门等有关方面处理。

陈志扬提出五点意见建议：一是进一步提高思想
认识，强化政治担当。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重要论述，着力在学深悟透做实上下
功夫，在联系实际贯彻落实上下功夫。二是进一步压
实主体责任，把乡村振兴战略和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目标任务落实落细。认真落实“五级书记抓乡村
振兴”要求，形成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强大合力，不折
不扣完成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三是
进一步夯实党建基础，加强乡村治理工作。大力整顿
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不断加强基础党组织在乡村治
理中的政治功能。积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
力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向纵深发展。四是进一步
推进作风建设，强化执纪问责。坚决纠正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紧盯关键领
域、关键岗位、关键环节，加大监督检查力度。五是高
度重视巡视整改，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全面对照
反馈意见，采取切实措施，做到真改实改，确保整改工
作取得实质性效果。

戴源代表盐城市委提出要求，一要提高政治站
位，切实增强做好巡视整改工作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
觉。要坚持把抓好整改作为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
重要检验，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重
要抓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契机，以整改抓重

点、补短板、强弱项、解难题，切实让农民群众通过乡
村振兴，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二要坚持问题导向，坚
决有力抓好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对于反馈的意
见，要无条件照单全收，把每个问题都当作“必答题”，
建立工作台账，严格销号管理，夯实责任、标本兼治，
力戒整改过程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确保乡村振
兴工作真正得到群众认可，经得起实践和历史的检
验。三要深化成果运用，推动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
以巡视整改为新的起点，坚持一手抓整改落实，一手
抓改革发展，以整改成效更好推动工作，改出精气神、
新气象、新作为，为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
出更多的“东台贡献”。

陈卫红表示，巡视组反馈的意见实事求是、准确
中肯，我们诚恳接受、照单全收，将以最坚决的态度、
最扎实的举措、最严明的责任抓好整改，以过硬成果
向省市委交出优秀答卷。一是强化政治担当，树牢

“四个意识”、践行“两个维护”，切实增强抓好巡视整
改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二是强化问题导向，突出
标本兼治，逐项制定整改措施，确保巡视反馈问题一
个不落、见底清零。三是强化结果运用，把巡视整改
作为学懂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过程，深化改革创新，锻造过硬队伍，优化政治生
态，致力打造乡村振兴东台样板。

省委第一巡视组副组长周宏斌、邱正祥、葛晓末
及有关同志，盐城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监委主任王
小红，盐城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柏长岭；东台市委和
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党组领导班子成员，法院、检
察院党组主要负责人出席会议；东台市纪委监委、组
织部、农业农村局领导班子成员，其他乡村振兴工作
相关职能部门党政主要负责人，巡察办主任和巡察组
组长，所辖下一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

省委第一巡视组向东台市反馈巡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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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周宴）7月 10日上午，全市统战工作
半年推进会召开，总结交流上半年统战工作，安排部署下
半年工作。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金学宏参加会议。

上半年，我市统战工作紧扣中心、服务大局，坚持系
统谋划，立足重点推进，在服务发展水平、党外合作共
事、宗教和谐稳定、基层基础工作等方面的作用和成效
进一步彰显，开创了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会议要求，全市统一战线必须牢牢把握大团结大联
合主题，锚定奋斗目标，奋勇攻坚克难，忠诚履职尽责，
谋求更大作为。在开展主题教育活动、优化民主协商机
制、推动党外队伍培养等特色亮点中巩固共同思想政治
基础。在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强化宗教事务管理、
稳妥推进问题化解等工作中加强民族宗教工作。在整
合商圈资源、做大光彩事业等对外交流中优化非公经济
发展环境。在完善统战组织领导体系、打造统战工作特
色品牌、提升统战干部素质能力等自我革新中推动统战
体制机制的创新。为决胜高水平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建
设“强富美高”新东台作出新贡献，以优异成绩向新中国
成立70周年献礼。

会上，通报了近期基层统战工作调研情况。

全市统战工作
半年推进会召开

本报讯（记者 叶海慧 通讯员 姜海涛 吉英）7月
9日晚，盐通高铁3标段建设单位中铁十一局慰问小分
队携手3标段指挥部和我市交通运输局，举办“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98周年——送清凉、送文化、送安康”主题文
艺汇演，共同为一线工人送上文化大餐。副市长朱雯到
现场观看表演。

本场演出15个节目展现了包括高铁建设者在内的
广大交通建设者的艰辛、幸福生活，激起广大交通建设
者幸福感和自豪感。开场舞《鼓舞铁建》场面壮美且充
满激情，音乐快板《多快美好迎新人》、男女声对唱《雪山
姑娘》、相声《坐高铁》等表现铁路工作者不畏艰苦的精
神以及铁路建设给人民生活带来的巨大改变与幸福，诗
朗诵《我的南方和北方》、小品《拉伊年夜饭》聚焦铁路工
作者家庭，温情而感人。

近年来，市交通运输局以党建为引领，深入开展交
通文化节活动，不断提升文化内涵，加强交通队伍建设。

文艺汇演走进
盐通高铁建设一线

记者 张一峰 通讯员 单中华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成功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在条子泥滩涂觅食停留的鸟儿当立
首功。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一种如麻雀般大
小萌萌的小鸟——勺嘴鹬。眼下，我市正着手启动
条子泥“勺嘴鹬之乡”品牌申报注册，请它为黄海明
珠、生态东台代言。

去年秋季的一天下午，记者跟着几位资深生态
摄影师趁着大海退潮的间隙，挽起裤腿，深一脚浅
一脚地踩过松软的淤泥，近距离观察飞翔、栖息在
条子泥滩涂上的可爱精灵，一边享受着海天相融的
自然之美，一边收获着新奇的鸟类知识。潮水逐渐
退去，泥滩上随处可见泥螺、水母、小螃蟹等生物，
各种鸟儿成群结队地从远处飞来，在浅滩中觅食。
从高倍单筒望远镜狭窄而略有些晃动的视野中看
去，一群又一群的长嘴长脚的鸟儿在海浪与泥滩边
缘活动。体型较大，拥有比头部还长几倍的大弯嘴
的，是大杓鹬、白腰杓鹬；黑白相间的身体上却长着
一根胡萝卜状的大黄嘴的，是蛎鹬；在海面上组成
一小群，打着旋儿游动着的，是红颈瓣蹼鹬，这其中
数量最多的，还当属各种体型小移动快速的滨鹬，
包括红脖子的红颈滨鹬、圆胖胖的三趾鹬、戴着小
红帽的尖尾滨鹬等等。

突然，有人压抑不住激动地压低嗓门叫了起
来：“勺嘴鹬！”在远离鸟群的一处浅滩边，一只萌萌
的小鸟，低垂着头行走着，不时将嘴伸入水中或烂
泥里，边走边用嘴在水中或泥里左右来回扫动前

进，甚至转回来的时候，也不肯从水中出来。我们
耐心等待，但见它猛然一抬头，果然有一付像勺子
一样的扁嘴；拿出照片对比，是的，这就是难得一
见的勺嘴鹬！

“勺嘴鹬在中国”公益组织成员李静介绍，我
国现在1400多种野生鸟类中，江苏就有500种左
右，大约有400多种会在东台沿海滩涂出现，其中
80%是迁徙鸟类，最多的是鹬类候鸟，在条子泥滩
涂出现就有57种之多。在东台沿海停歇、繁殖的
鸟类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6种、国家二类保护鸟
类44种，包括勺嘴鹬、震旦雅雀、白鹳等濒危珍稀
鸟类。勺嘴鹬是其中最为珍稀的极危物种。有资
料表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勺嘴鹬种群数量尚有
2000-2800对；到2000年时还有至少1000对；如
今，只有210对左右。这种体长只有14-16厘米的
可爱精灵，是典型的候鸟，每年夏季，在西伯利亚
东北部楚科奇地区的苔原和草甸中繁殖，然后途
经日本、朝鲜半岛、中国东海岸的滩涂地带，到东南
亚和南亚地区的海滨越冬，周而复始，完成生命的
轮回。在这一过程中，生态环境良好的东台条子泥
日益成为以勺嘴鹬为代表的候鸟中转站，每年有超
过50%的勺嘴鹬会来到以条子泥为主要聚焦地的
黄海湿地觅食、换羽，停留长达3个月。

进入新时代，中国政府以负责任的大国姿态，
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致力打造长三角“绿心”
的美丽东台与时俱进，把经济发展、城市建设、生态
保护融为有机整体。东台沿海成为东亚——澳大
利西亚候鸟迁飞线上最为重要的中转站，来自世界

各地的鸟类保护者成为推进我市生态文明建设的
重要力量，“勺嘴鹬在中国”公益组织便是其中之
一。在过去的10多年中，这一组织的成员长期跟
踪记录以“勺嘴鹬”为代表的珍稀鸟类的生活习惯、
生存环境，宣传生态环境建设和鸟类保护知识，为
黄海湿地成功申遗积累了大量图片、文字资料。本
地生态摄影师李东明是“勺嘴鹬在中囯”NGO机构
的志愿者，9年来，他往来穿行于茫茫滩涂之上，翻
过车、落过水，吃尽苦头，但乐在其中。一次在人迹
罕至的滩涂荒野拍摄黑脸琵鹭，一不小心陷入沼泽
泥潭，淤泥从小腿漫过大腿，越挣扎陷得越深，好在
陷到腰深时，被赶海的渔民发现了，伸来一根长棍
子让他抓住，一群人喊着号把他像拔萝卜一样拔了
出来。

政府倡导，众手推进，让东台沿海成了勺嘴鹬
等众多珍稀鸟类共享的美丽家园。据条子泥湿地
观鸟平台的监测人员介绍，在条子泥，最多时能观
测到200只左右勺嘴鹬。“勺嘴鹬在中国”公益组织
成员杨子悠说，这几年，在条子泥湿地发现的鸟类
逐渐增多，最高峰时观测到401种，其中有近20种
位列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红色名录，涉禽种
类创下世界之最。“条子泥天然的湿地资源非常优
越，不但面积大，而且质量也好，基本上没有受到
什么污染。这里是鸟类的天堂，也是人类的天
堂。”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王寿兵由衷
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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