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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朱江）8月12日
下午，我市举办“梳网清格”大会
战出征仪式。市长王旭东出席出
征仪式并讲话。盐城市公安局党
委副书记、副局长吴柏林参加活
动。

王旭东指出，开展全市“梳网
清格”大会战，既是认真落实上级
防风险、护安定工作要求的具体
体现，也是扎实做好国庆安保工
作的重要内容。全市上下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坚定信心、振奋精神，
迅速行动、雷霆出击，全力维护社
会大局平安稳定。

“出征！”随着王旭东一声令
下，600 余名由民警、党员干部、
城管、网格员、保安等组成的“梳
网清格”力量迅速开拔，展开集中
行动。在德润广场监控中心，518
个监控点位每 15 秒切换一次画
面，可以及时监测各类突发情
况。王旭东详细询问人员值守、
警务设备配备等情况，要求企业
负责人持续增强社会责任感，为
维护全市平安稳定贡献力量。
我市对老旧小区统一进行外墙
翻新，如今的北海花园焕然一
新。王旭东仔细询问租户数量、
居民生活需求等情况，要求迅速
开展出租房屋梳清和流动人口
清理登记等工作，同时，加快推
进社区集中充电桩设置，切实满
足居民生活需求。新兴社区划分
13个网格，均有专人负责。王旭
东嘱咐社区负责人进一步完善相
关制度，全面提高社区综合治理
实效，筑牢维护社会稳定第一道
防线。

王旭东强调，要提高站位勇
担当，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
实举措，切实为我市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保驾护航。要梳清结合
除隐患，严格按照“划格、梳清、处
置”总要求，从源头抓起，向基础发力，减少事故发
生。要紧扣实战强联动，各镇区、部门要加强协同、联
合作战，相互支持、形成合力。要恪尽职守保安全，严
明纪律、严肃作风，坚守岗位、履职尽责，以扎扎实实
的工作措施和成效，推动大会战取得最终胜利，为新
中国成立70周年营造安全稳定的良好环境。

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许峰主持活动仪式，副
市长、公安局长杨云峰宣读大会出征行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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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美林）8月12日下午，市委召开党
外人士情况通报会，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金学宏向
党外人士代表通报市委十四届七次全会精神。

会议指出，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要
深入学习贯彻市委全会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建设新东台凝聚
思想政治共识。要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在服务大局中
找准履职尽责的切入点，在关注民生中找准履职尽责
的立足点，在发挥优势中找准履职尽责的着力点，为
建设“强富美高”新东台贡献统战力量。要切实加强
统一战线系统自身建设，不忘合作初心、增强政治共
识，紧跟新时代的步伐，积极担当作为，同心同德、共
同奋斗，为决胜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动高质
量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市领导赵良钢、陈志文参加会议。

党外人士情况
通报会召开

记者 班雪凡/文 刘进涛/摄

8月12日至13日，2019东台西溪七夕音乐节在西
溪植物园举办，齐秦、面孔乐队、齿轮橡皮等知名音乐
人和乐队悉数登场，为东台市民及全国各地乐迷献上
了一场文化盛宴。

每年七夕举办有影响的文化活动在西溪逐渐形成
传统。今年音乐节因受台风“利奇马”影响延期举行，
但丝毫没有改变乐迷对这场盛会的期待和热情。活动
一经发布就吸引了辽宁、广州、河南等地的乐迷在线咨
询订票，不少在外求学的东台籍大学生也纷纷赶回家
乡，提前到西溪景区内抢票。

当晚的活动现场热闹非凡，掌声尖叫声起伏不断，
老牌摇滚乐队“面孔”登台，瞬间吸引了众多乐迷的欢
呼呐喊。充满活力的左右乐队、自由豪迈的齿轮橡皮
乐队依次出现，不断带动着现场的氛围。22点 30分，
作为本场节目的亮点，“小哥”齐秦的出现瞬间燃爆全
场，台下观众纷纷挥舞着手中的荧光棒，与歌手一同演
唱，将活动推向高潮。

本次音乐节由东台西溪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倾情打造，将独特的青年潮流文化与七夕特有的浪
漫基调巧妙结合，为西溪古城注入了青春活力。同
时，活动现场设置了水吧、彩虹隧道等多处“打卡

点”，为市民和广大乐迷带来更完整、更丰富的节日
体验。

西溪七夕音乐节点燃青春活力

记者 叶海慧 张莉琳
通讯员 王华平 姜海涛 吉英 文/摄

2016 年，投资改建梁广线、富唐线、川曹线、新
东线、溱东人民路。同时，改造海南线、东广线、东溱
线等线路上的桥梁。

2017 年，投资改建梁广路梁垛连接线、廉广线、
东渣东灶线、弶张线、定向河路、海南线北段、头富线
南段等线路。

2018 年，投资改造麋鹿线、东溱线、时溱线、海
南线、许安路连接线、新角线南段等，同步实施安防
工程。

这三年，全市共投资 5.6 亿元，完成二三级公路
改造 22 条、总长 306 公里。不仅如此，老 204 国道
改造后，由原二级公路升级为一级公路。

交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先行军”。近年来，市
委、市政府坚持把交通建设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战略支撑，科学规划，精心部署，持续实施，加快形成
互联互通、外联内畅的新交通体系。

2016年召开的市第十四次党代会，就把包括交
通在内的基础设施作为“融入长三角”的重要抓手进
行布局。2017年年底召开的市委十四届四次全会，
把“新交通”作为“五个新实践”之首推动实施。期
间，出台全市公路路网建设提升三年行动计划、交通
运输中长期发展规划、加快交通运输事业发展的实
施意见等。计划累计投入 120亿元，新建改建等级
公路 2000 公里，重点推进 36 条农村二三级公路，
加快实施农村四级公路提档升级，到2020 年新建改
建二三级公路 600 公里、四级公路1200 公里，打造
顺畅通达的镇村路网体系。

改造后的二三级公路以平坦、顺畅、美观为基本
要求，同时配套实施安防工程和排水系统。安防工
程配备标线、标识牌、防护栏及防护桩等，今年预计
完成398公里。

“以前的道路建设是为了让百姓有路可走，如今建
的是幸福路、平安路，提高了百姓幸福指数，让百姓生
活更加美好。”市交通运输局主要负责同志介绍说。

弶富线经过富安镇和唐洋镇，是沈海高速富安
互通的重要连接线，2016年按二级公路标准改造，
线路全长逾18公里，路面宽9米。现在这条路已成

为唐洋、新街等地农产品外销的重要通道。
富安镇勤丰村地处弶富沿线。村民戴万国说：

“路更加好走了，来自上海、苏州、无锡等地的收购客
商越来越多，农民种出来的蔬菜都不愁卖。”

戴万国在公路边经营着一家菜薹收购点，发展
村民在桑田套种菜薹，面积达到3000多亩。由他成
立的万国蔬菜专业合作社实现菜薹统一供种、移栽、
防虫防病、浇水施肥和统一收购。

戴万国家隔壁乐家装饰店是同村村民戴建根开
的，不仅满足本村村民装修，还承接外村业务，就连
本村村民在台城买了房子都找他装修。他告诉记
者：“从这里上高速也就几分钟的事情，半个小时之
内就能到东台，很方便。”

弶张线东起弶港农场，途经三仓、南沈灶、安丰
和时堰镇，终点与兴化市张郭镇交界，全长54公里，
二级公路标准，是2017年为民办实事重点工程。该
路在安丰境内从丰西、东光等村穿过，促进了两村发
展。

丰西村集体成立合作社，规模种植小麦和水稻，
配备了烘干机，收益归集体所有，用于村公益事业。
创建的丰西创业园吸引20家企业入驻。东光村500
亩芍药园花开之际，吸引2000多人进园观赏。再过
10日，芍药开挖后，撒上贵妃菊种子，国庆节即可观
赏，逐渐形成“农业+观光”的产业模式。

今年，我市重点改建新东线、头富线北段、226省
道唐洋段等5个二三级公路项目，同时配备安防工程
和排水工程。上月召开的市委十四届七次全会对新东
线等二三级公路建设提出要求，明确年底建成通车。
目前，头富线北段、新东线北段等正在按序时推进。

8月 8日，在头富线北段的头灶集镇段施工现
场，压路机、水车等分工作业，摊铺水稳工程，10余
名工人辅助施工。据现场施工负责人介绍，目前9
公里水稳工程已完成，本月底可完成全部水稳工程，
下月开始沥青摊铺。

丁正青的经营场所就在这个施工段，虽然施工
影响了家门前的生意，但是丁正青一点也不慌：“修

路是好事，以后路更平坦，卡车上门收货更方便。”
头富线按二级公路标准改造，北起大丰区万盈

镇，经我市头灶镇与省道333、国道344交叉，经南沈
灶镇与352省道交叉，终点在富安镇，是我市一条重
要的南北通道，串联三大工业重镇，带动果蔬椒乡、
桑蚕产业等发展。去年南段改造通车，今年全力实
施北段改造。

头灶镇袁陈村3组曹桂芳家门口的路已经通行，
路旁鲜花夹杂着绿树，一路芬芳。今年65岁的曹桂
芳见证了道路从泥巴路变成水泥路，再到沥青路的
历程。如今看到家门口的公路被翻修一新，油亮发
黑，她非常高兴：“以后接送孙子孙女上下学不颠簸
了。”更为重要的是，平坦的道路加快了与城区的沟
通，通过此路经344国道，把自家种植的青椒、西瓜
等农作物运往城区售卖，“价格要比收购商多出一个
巴掌。”曹桂芳掰着手指算了一笔账，上半年已经有
五六万元的利润到手。

南北走向的新东线、东溱线、新角线等，东西走
向的梁广线、弶张线、川曹线等，一条条改造后的二
三级公路纵横交错，织成了密集的路网，把18个镇
区快速相连，带动沿线现代农业、工业和旅游产业发
展，正引领着百姓走向更高水平的小康生活。

本报讯（仲春梅）第八届九分钟电影锦标赛故事
征集东台赛区活动开展以来，有两部作品入围，分别
是梦梅的《金牛先生与摩羯小姐》、秦朗的《我的一次
分手旅行》。

九分钟电影锦标赛是一项全民参与的电影短片实
践活动，以同时同地用同样设备同样资金的方式拍摄
同样时长的影片。过去的七届资助了全球115组青年
团队完成了121部类型各异的短片。

今年以来，市文广旅局积极配合机构改革，以文
促旅，推动文化旅游大发展。该局将围绕黄（渤）海候
鸟栖息地（第一期）入选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名录在戏
剧、曲艺、诗歌、散文等方面进行创作，切实履行促进
文化繁荣发展的职责。

九分钟电影锦标赛
东台赛区两作品入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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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一峰）8月 13日，2019“我最喜
爱的江苏商标品牌”公益调查活动结果公布，江苏
东强股份有限公司“东强”商标榜上有名。

该项公益调查活动由省知识产权局委托新华日
报传媒有限公司承办，于5月中旬在《新华日报》、交
汇点客户端、江苏商标网同步启动。通过广泛征
集、严格筛选100个品牌，于7月初进入为期一个月
的投票环节，通过网络、信件方式接受公众投票，调
查活动最终产生 50 件“我最喜爱的江苏商标品
牌”，东强商标排第八名。

30多年来，东强公司坚持以优质可靠的产品赢
得市场。“东强”商标早在2008年就被国家工商总
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连续10多年被评为江苏省
著名商标。东强主产的通信电缆、铁路信号电缆、
铝合金特种电力电缆系列产品均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东强牌电缆蝉联五届江苏省名牌产品。公司先
后被评为全国诚信守法企业和全国 IT行业先进集
体、全国守合同重信用企业、江苏省文明标兵单位、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这
些品牌大大提升了东强公司的企业形象，提高了东
强在地区和行业内外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增强了公
司的软实力，扩大了公司的影响力。

“东强”成为“我最喜爱
的江苏商标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