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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戴海波 朱江 朱祥明 唐雅）新春佳
节即将到来，陈卫红、商建明、崔康、鲍宇等市四套班
子领导分赴各地，走访慰问建国前老党员、敬老院老
人和城乡困难群众，送去党和政府的关怀温暖，并向
他们致以新春美好的祝福。

建国前老党员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东台镇官
楼村老党员严桂英1947年入党，无论解放前还是解
放后都发挥着示范带头作用。在严桂英家中，陈卫
红与老人亲切交谈，详细询问老人的生活、家庭、身
体等情况。得知老人每月坚持参加“党员活动日”，
陈卫红感谢老人为党的事业和东台建设所作出的贡
献。家住新坝社区的梅丛云1948年入党，解放后历
任村代表、妇女主任等职。看到老人精神矍铄、身体
健康时，陈卫红十分高兴，衷心祝愿老人新春快乐、
健康长寿。她说，老党员为党和国家的建设事业作
出了突出贡献，是我们学习的榜样。镇村干部要一
如既往地关心老党员的生活，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工
作，让他们拥有更加幸福的晚年。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五烈镇广山
敬老院内集中供养老人37名。“快过年了，我代表市
委、市政府来看望大家，祝你们新春快乐、健康长
寿！”陈卫红来到敬老院，向老人们致以新春的祝

福。陈卫红走进餐厅、宿舍，关切地询问伙食安排、
年货准备、居住环境等情况。她叮嘱工作人员要精
心照顾好老人们饮食起居，让他们安享晚年。要求
民政部门继续落实好各项保障政策，让老人们共享
幸福美好生活。

春节将至，困难群众的生活如何，陈卫红也十分
牵挂。在东台镇，陈卫红来到困难群众窦凤珍、刘国
民家中，仔细询问他们的日常生活、家庭收支、健康
状况。陈卫红鼓励他们说，困难是暂时的，要坚定生
活信心，相信在党委政府的关心下生活一定会越来
越好。她要求各层各级通过开展春节慰问活动，及时
了解困难群众诉求，用好用足各项政策做好服务，最大
限度帮助他们排忧解难，让他们共享发展成果，确保全
面小康路上一个不少、一户不落。

市委副书记、市长商建明走进头灶镇敬老院，与
老人们亲切围坐在一起，一边观看他们自编自演的
娱乐节目一边拉着家常，并为老人们送上新春的祝
福和问候。商建明实地察看敬老院后，叮嘱工作人
员要安排照顾好老人的生活起居，不断提高生活质
量，让老人老有所养、安度晚年。头灶镇金东村 95
岁老党员肖志旺1943年入党，商建明来到他家中询
问老人的身体状况，感谢他为党的事业和社会发展

作出的积极贡献，衷心祝愿老人健康长寿、合家幸
福。在困难群众高峰、花明官家中，商建明详细询问
他们的子女上学、工作状况和身体情况，要求有关部
门及时了解困难群众生活需要，真心实意地为他们
排忧解难、改善生活。

在东台镇、弶港镇，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崔康慰问
了省劳模缪新林、建国前老党员何德凤，感谢他们为
社会建设作出的贡献，向他们致以节日的祝福。在
困难群众陈增明、万维华等家中，崔康叮嘱镇村负责
同志要关心好困难群众的生活，尽心尽力帮助解决
实际困难。在弶港镇敬老院，崔康嘱咐要妥善安排
好节日期间伙食和文化娱乐活动，确保老人过个欢
乐祥和的新春佳节。

在五烈镇，市政协主席鲍宇走访慰问建国前老
党员王美云、王怀秀，与他们亲切交谈，要求力所能
及帮助解决困难，让他们安享晚年。在困难群众程
高华、徐礼凤家里，鲍宇鼓励他们积极面对生活，努
力克服困难。鲍宇还看望了张应林等老劳模，祝他
们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生活快乐。在东台镇敬
老院，鲍宇要求尽心尽力照顾好老人们的日常起居，
让他们度过一个愉快的春节。

市委副书记许峰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分别走访慰问。

送去党和政府的温暖 致以新春美好的祝福

市四套班子领导开展春节慰问活动

领胜城科技聚焦电子零部件生产制造，致力打造华东地区最大的模切及电子功能器件制造研发基地。
记者 张莉琳 摄

本报讯（记者 张一峰）元旦以来，全市招商引资
项目推进捷报频传，为即将来临的新春佳节添上创
新实干的浓烈氛围。来自市发改委的信息，一季度
全市将有34个项目相继开工建设。其中，1月份已
有12个项目开工。

一季度新开工、待开工项目90%以上在电子信
息、机械装备产业之列，共同体现出生产智能化、产
业集群化、产品高端化特征。

智能制造成主流。投资经济开发区、城东新区
的智能成套设备、智能制造等一批5亿元以上重大
项目贴上了智能制造标签，投资各镇特色产业园区
的项目也大多选用国际国内先进智能设备。时堰镇
合金材料产业园的跃佳特种合金阀门项目新上数控

加工中心、自动堆焊矩形操作机等设备，年产装配阀
门整机1.5万台。许河镇全民创业园的艺新高科技
五金工具项目购置二氧化碳激光焊接机组、光纤半
导体激光焊接机组，引进国外碟片激光焊接机组等
设备，致力打造“智能化、高端化”工厂。

产品拓展高端化。新投资项目普遍具备良好市
场前景和广阔发展空间。安丰电子信息产业园的创
普安制造项目引进意大利及欧美先进技术，生产血
清全自动灌装机等医疗设备。南沈灶镇的智上碳纤
维材料项目新上热塑型预浸机、热压自动成型机等
设备，关键技术同行领先。五烈镇机车产业园的益
胜景精密机械配件项目引进日本沙迪克线切割、日
本西铁城车削复合机、日本法拉克加工中心等高尖

端数控加工设备，主要为富士康等高端客户提供精
密模具、航空和医疗精密零配件、智能装备零部件的
设计生产和技术服务。

补链强链成大趋势。在富安镇印机产业园，骏兴
机械、耀科印机、耕驰科技等项目接续开工。在安丰镇
电子信息产业园，创普安食品机械、瑾辰汽车配件、
迈吉斯精密机械、菲尔森智能物流设备等项目丰富
了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的内涵。在溱东、时堰合金材
料产业园，跃佳特种合金阀门、有铭金属结构件、兆
祥合金材料压延机械设备、紧固仓盟不锈钢电商平
台、海通特种合金等项目相互间有着配套合作关
系。在唐洋镇清洁环保设备产业园，利之星新能源
环卫设备、旭美特环保设备等项目加盟发展。

全市项目建设实现“开门红”

本报讯（记者 戴海波）
1 月 19 日上午，市委书记
陈卫红率队深入汽车客运
站、商业综合体和工业企
业，检查安全生产工作。
强调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提高政
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深
入排查隐患，确保人民群
众过一个平安祥和的新春
佳节。

从 1 月 10 日起，我市
春运工作全面启动，预计
今年旅客总发运量将达40
多万人次。在汽车客运
站，陈卫红检查了安检通
道以及危险品检查记录，
走进监控中心查看运输车
辆安全行驶状况，要求建
立完善考核机制，加强节
日值守和过程监管，对违
法违规行为加大查处力
度，保障人民群众春节平
安出行、欢度佳节。

德润广场幸福蓝海影
城是消防安全重点单位，
春节期间票房收入处于全
国前列。陈卫红实地检查
影院安全巡查制度是否规
范、消防设施是否备齐、安
全疏散通道是否畅通等。
陈卫红指出，人员密集场所
安全工作尤为重要，要把保
障广大群众的人身安全放
在首位，加强值班巡查，明
确责任分工，消除各种安全隐患，保证经营场所万无一失。

走进正耀电子生产车间，“安全为生产前提、警惕是安全基
础”标语分外醒目，800平方米的生产车间设置了5个消防栓。
陈卫红详细听取安全生产风险防控和应急预案工作情况汇报，
对企业落实安全管理、强化安全防范、提高安全意识等一系列
举措给予肯定。同时叮嘱企业安全是最大的效益，要切实履行
好企业主体责任，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加大监控预警和职工消
防演练力度，坚决遏制安全事故发生。

检查中，陈卫红指出，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丝毫不能懈怠，一刻不能放松。春
节即将来临，各镇区、各企业、各有关部门要始终坚持安全生产
压倒一切、安全生产责任重于泰山，严格落实党政领导责任、部
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深入
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全面细致彻底排查风险隐患，坚
决不留死角、不留盲点。要建立完善长效机制，切实消除安全
监管领域盲区漏点，坚决杜绝重特大事故发生。要科学制定应
急救援预案，坚决守住安全底线，扎实推进安全生产信息化建
设，为高质量发展走在苏北苏中前列提供坚实安全保障。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晓俊参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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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金莉莉）1月19日下午，我市召
开征兵工作会议，贯彻落实上级征兵工作会议精
神，部署今年征兵工作任务。市委常委、市人武
部政委陈玉龙，副市长孙高明参加会议。

从今年起实行一年两次征兵、两次退役，征兵
时间区分为上半年和下半年两次。上半年征兵2
月中旬开始，3月底结束，新兵批准入伍时间为3
月 1日。下半年征兵从 8月中旬开始，9月底结
束，新兵批准入伍时间为9月 1日。征集时间调
整改革后，征集新兵总量与往年相比保持稳定，
征集对象仍以大学生为重点。

会议要求，全市上下要抬高政治站位，强化思
想认识，准确把握政策变化，从快从紧抓好征兵
各个环节的工作。要广泛宣传发动，严把征兵标
准，强化组织领导和联动协作，抓好督查考核。

会上，各镇（区、场）相关负责同志递交了
2020年征兵工作目标责任书。

征兵实行一年两征
我市召开会议进行部署

本报讯（记者唐雅）1月18日上午，经济开发区人力资源市场
人头攒动，热闹非凡，2020年服务就业创业招聘会在这里举行。
83家企业招贤纳士，提供管理、技术、操作等就业岗位4453个，
3000多名求职者进场应聘，现场达成就业意向1622人次。

近年来，经济开发区围绕创建国家级开发区目标，锚定电
子信息和智能装备产业定位，集聚产业龙头，做强产业集群，园
区综合实力排名上升到全省省级开发区第10位，获评盐城5A
级园区，获批省级生态工业园区、省级智慧园区。随着一批大
项目、好项目纷至沓来，园区企业的用工需求日益旺盛。

润田精密科技有限公司的展位前，数十位求职者在排队等
候。该公司是由国内第二大手机连接器制造商昆山捷皇投资建
设，主要生产各类手机、电脑连接器等。人事专员李泽琼表示，
公司将在春节后正式投产，有非常大的用工需求，这次计划招聘
500多人，薪资待遇与昆山本部差不多，每月至少5000元。

与往年相比，今年的求职者更加趋于年轻化。经济开发区
富兴村余霖说，她去年毕业后原打算长期在南京工作，但感到生
活成本高，工作压力大，离父母又远。现如今家乡发展迅猛，高
铁又在建，整个城市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这次听村里
人说有这个招聘会，便过来看看，发现创励安的储备干部岗位很
适合自己，薪资待遇也不错，刚刚已经达成了初步的就业意向。

经济开发区人社中心主任曹霞介绍，从去年12月份开始，
中心就利用在外务工人员陆续返乡的时机，每天安排工作人员
到火车站、汽车站、超市等人员密集区发放宣传资料，利用微信
公众号等方式扩大企业的影响力。此外，还安排专人赴昆山、
苏州的工业集中区开展寻找东台人的活动。

为帮助园区企业更好地招引人才、留住人才，经济开发区
有效集成引才政策，在落实市10条引才新政的基础上，结合园
区实际，制定招工引才奖补办法，加大对电子信息、半导体、装
备制造产业高层次创新人才、紧缺工种技能人才和返乡就业人
员的扶持力度，厚植引才用工优势。同时，进一步完善园区教
育、医疗、商业等公共服务功能设施，为广大企业职工享受高品
质生活提供便利。

经济开发区举办
服务就业创业招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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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唐雅 通讯员 孙永兴 文/摄）1月16
日下午，家住金水湾59号楼的朱明飞先生来到市供
电公司营业大厅，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根据屏幕提
示操作业务办理自助终端，不到三分钟就办好了过
户业务。

为了方便用户办理用电业务，市供电公司配备了
3台自助缴费机和3台业务办理自助终端。在自助
缴费机上只要输入用电户号或者手机号，插入银联
卡或者放入现金就能完成缴费。用户在业务办理自助
终端上可自助办理高低压新装、增容、更名过户等。除
此之外，还可以受理销户、开通分时电价等业务。

目前，基层各供电营业厅将陆续安装这类自助设
备。春节后，市政务服务中心也将安装自助缴费机
和业务办理终端。

办理用电业务有了智能自助设备
本报讯（记者 张晨）1月15日下午，由江苏银

行东台支行主办、市女企业家协会协办的助推中
小企业发展讲座在海春书局举办。本次活动为我
市部分女企业家们分析经济形势，寻求银企对
接，进一步促进共同发展。

活动邀请南大商学院讲师分析当前宏观经济
形势下中小企业面临的困境，提出了相应的对
策，就高效把控资金、实现财富保值增值等方面
给予不少建议，企业家们边听边记，纷纷表示受
益匪浅。活动现场，江苏银行东台支行与东台同
创玩具有限公司、江苏千家惠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等10家企业签订了3000万元合作意向。

助推中小企业
发展讲座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