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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江苏沿海开发多作贡献

省委常委 、统战部部长杨岳来启调研吕四港开发建设，要求

本报讯 10 月 10 日上
午，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杨岳来启调研吕四港开发
建设。南通市委副书记、统
战部部长张兆江，我市领导
王晓斌、龚心明、石光辉陪
同调研。
在吕四港经济开发区，
杨岳详细了解了吕四港经
济开发区总体规划，重点听
取了华峰超纤、广汇能源、
大唐电厂、仙渔小镇等项目
建设情况介绍。目前，吕四
港一类开放口岸获批，吕四
港区航道正式通航，一个 10
万吨级 LNG 液化码头、二
个 5 万吨级综合海运码头投
入使用；港口主体工程环抱
式港池围堤工程、防沙导流
堤工程已竣工验收，港区 10
万吨进港航道一期工程竣
工，已形成岸线 22.4 公里，
陆域 22.97 平方公里。吕四
港经济开发区在做大做强
电动工具、海洋渔业等传统
产业的基础上，依托港口优
势和临港产业区、渔港经济
区、石化新材料园区三大平
台，重点发展新材料、新装
备和港口物流产业。目前华
峰超纤、广汇能源、大唐电
厂投产运行并不断发展壮
大。
杨岳高度评价吕四港
开发所取得的成绩。他说，
启东区位优势明显，海洋资
源丰富，发展临港产业具有
得天独厚的优势。要把握重
大机遇，进一步拓展发展空
间，提升发展水平，强化产
业支撑，积极引进重大临港
产业项目落地投产，把吕四
港建设作为重中之重抓紧
抓实，在沿海开发上取得新
突破。
站在吕四渔港新港闸
口，杨岳对正在建设的仙渔
小镇赞赏不已。仙渔小镇以
吕四国家中心渔港为依托，
重点打造海洋捕捞、综合物
流、加工研发、生产销售、休
闲旅游、养生文化于一体的
海洋综合产业体，建成了江
苏省渔业转型旅游示范区
和国家文化产业与渔业结合示范基地。2017 年 5 月 3
日，吕四仙渔小镇经省发改委报请省委省政府批准，
成为我省第一批建设的 25 个特色小镇之一。项目占地
约 3.8 平方公里，其中水域面积约 95 万平方米，陆域面
积约 296.8 万平方米，渔港码头岸线长 7663 米，可停
泊渔船 2300 艘，年鱼货卸港量 30 万吨。杨岳说，仙渔
小镇的建设可以更好地整合启东独特的渔业资源，促
进远洋捕捞业的发展，希望启东能更好地发挥优势、
创新发展，为江苏沿海开发多做贡献。
（陈丽娣）

南通市领导
来启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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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斌在全市组织工作会议上强调，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状态、求真务实的作风

为建设“强富美高”新启东提供坚强组织保障
本报讯 10 月 10 日上午，全市组织
工作会议召开。市委书记王晓斌出席会
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认真落实全国、省和南通组织工作
会议部署，结合省委巡视反馈意见整
改，研究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市
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以更加奋发有为
的状态、求真务实的作风，为建设“强
富美高”新启东提供坚强组织保障。市
领导汤雄、姜平、龚心明、沈良杰、葛伟参
加会议。
王晓斌指出，要深化思想认识，准确
把握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科学内涵。7 月
3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
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总结了十八大以
来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取得的经验成
就，明确提出了新时代党的建设和组织
工作的目标任务。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

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的重大意义和丰富
内涵，将其贯穿于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
的全过程各方面。要立足政治高度把牢
方向，立足全局高度强化担当，立足时代
高度提升质量。
王晓斌充分肯定了党的十八大以来
全市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取得的新成
效 ，深 入 分 析 了 工 作 中 存 在 的 薄 弱 环
节。他指出，全市各级党组织和组织部
门认真贯彻中央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
署，强化使命担当，积极主动作为，围
绕坚守初心使命，打造过硬队伍，夯实
基层基础，服务发展大局，为全市经济
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要清
醒认识我市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存在的
薄弱环节，进行再审视再梳理，有针对性
地解决突出问题，使各项举措更加科学、
更加精准、更加有效。
王晓斌要求，要细化工作举措，全面

提升我市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质量。当
前，启东发展正进入加速期、关键期，在
新时代展现新气象、开创新局面，离不开
坚强的党组织，离不开高素质的干部人
才队伍，离不开良好的政治生态。我们要
强化系统思维、突出问题导向，努力在重
点领域创新突破，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
质量发展。要抓好“两个覆盖”、基层治
理、骨干队伍，筑牢战斗堡垒，建强党的
基层组织。要严格政治标准、突出事业为
上、激励担当作为、坚持严抓细管，加强
选用管理，打造高素质干部队伍。要有大
视野、硬举措、高标准，接续后备力量，培
养选拔年轻干部。要加大招引力度，让各
方面人才为我所用；完善工作机制，让各
方面人才业有所成；提升服务水平，让各
方面人才心有所属，厚植人才优势，集聚
更多优秀人才。
王晓斌强调，要强化组织领导，从严

落实新时代管党治党重大政治责任。管
党治党，关键是责任到位。全市各级党组
织和组织部门要以更高的自觉、更强的
警醒、更严的要求，以永远在路上的定力
和韧劲，把全面从严治党抓紧抓好。各级
党组织要当好一线“指挥部”，党组织书
记要种好党建“责任田”，组织部门要练
好履责
“硬功夫”
。
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葛伟在部署
下阶段组织工作时要求，各地各部门要
全面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新要
求，着力推动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实现
新提升，努力打造走在新时代前列的模
范部门和过硬队伍。
会上，市公安局党委、吕四港镇党
委、启东经济开发区党工委、惠萍镇党
委、高新区（近海镇）党工委（党委）、市住
建局党委作了交流发言。
（钱爱仁 茅晨华）

启东火车站站房结构封顶
相关基础配套工程齐头并进，向 2018 年底通车目标冲刺
本报讯 10 月 10 日上午，记者来
到宁启铁路站房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在
进行外幕墙和内装施工。
中铁建工集团宁启铁路启东站站
房项目负责人张世昌告诉记者：
“5 月份
开始施工，目前站房已经封顶，候车大
厅网架、外幕墙主龙骨正在进行安装。”
据介绍，为了配合铁路年底竣工，站房
和站台雨棚施工已经到了冲刺阶段，项
目现场 300 多名工人正在紧张忙碌。
张世昌介绍，启东站最与众不同的
地方就是站台雨棚并非常见的钢架结
构，而是采用了钢筋混凝土结构，更加
牢固，站台雨棚总建筑面积 11203 平方
米。启东站站房综合楼单体设计以及站
前平台、站台雨棚、站台铺面、地道装
修、站前铁路社会停车场等相关配套工
程，站场规模 2 台 5 线。启东站站房为线
侧平式站房，建筑面积 12412 平方米，
主体 1 层，局部 2 层，站房高度 19.7 米，
可容纳 1500 名旅客。
目前，站房幕墙还未完工，但是从
效果图中可以看到，站房设计方案从启
东当地传统建筑元素中提取精华，以现
代的造型手法、黑白灰的色彩意向，演
绎启东独具特色的吴儒风韵。
宁启铁路南通至启东段是客货兼
顾的国家 I 级铁路，设计时速 160 公里，
自南通东站接轨引出，向东经过南通经
济技术开发区、通州区、海门市和启东

图为站房建设外景。
图为站房建设外景
。 郁卫兵摄
市，终至启东市吕四港镇。该铁路 2014
年底开工建设，全长 93.6 公里，总投资
65 亿元，预计 2018 年竣工。其中，启东
境内全长 39.6 公里，途经北新、王鲍、汇
龙、南阳、海复、吕四 6 个镇（区）。启东境

内设两个站，启东站为客货运中间站，
吕四站为货运站。
工程开工以来，宁启铁路在加快铁
路建设的同时，
也着力于加码配套工程。
今年以来，
宁启铁路启东站站房、铁路电

力工程、站前道路等相关基础配套工程
也齐头并进，
各建设单位正围绕 2018 年
年底通车的冲刺目标，
倒排时序、挂图作
战，
全速推进，
有望按时或提前优质完成
铁路建设任务。
（王天威）

我市评选表彰首届道德模范

充分肯定我市城乡社区网
格化工作
本报讯 10 月 10 日上午，南通市委常委、政法委
书记姜永华来启调研，对我市城乡社区网格化工作给
予充分肯定。市领导葛志娟、朱志强、黄忠参加调研。
姜永华一行首先来到圆陀角旅游度假区连兴港
村，在村公共服务中心的橱窗内，连兴港村网格组织
架构表清晰地展现在眼前。据悉，今年以来，连兴港村
按照上级部署实施网格化建设管理工作，全村按照人
口数及搬迁区域等综合因素，分成 7 个网格，配备 1 名
总网格长。了解到连兴港村目前为止已上报的 159 条
网格事件均已圆满解决，姜永华对村里的做法大加赞
赏。姜永华还观看了网格员使用全要素手机终端的过
程，并询问了网格员的意见和建议。姜永华指出，网格
化管理工作对服务群众、帮助群众起到更直接的作
用，希望启东能进一步深化全网格要素终端的使用功
能，努力形成让群众满意、促社会平安、使干部为民的
良好局面。
在连兴港边防派出所，姜永华仔细了解了今年以
来该所开展的专项工作，还来到勤务工作室查看各路
段监控情况。据悉，今年以来，连兴港派出所依托警企
联动平台，发挥社区警务室阵地前沿作用，结合扫黑
除恶、固边 5 号、两打一查等专项工作，以信息研判为
打击防范导向，以情报线索为侦查破案基础，积极推
进侦查破案工作，先后破获刑事案件 11 起，其中八类
案件 4 起，寻衅滋事、开设赌场、盗窃等九类涉黑涉恶
案件 7 起。姜永华希望启东进一步加强道路沿线监控
覆盖，打造监控“封锁线”，尽快实现启东范围内的监
控全覆盖。
随后，姜永华一行还实地调研了寅阳镇拥政村、
惠萍镇永胜村和鸿西村的网格治理工作。
（潘瑾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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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晓燕
【历史档案】
2009 年 4 月 28 日晚，启东市首届道
德模范颁奖盛典在市会议中心隆重举
行。郭建兵、沈建芳等 10 位启东市首届道
德模范受到表彰，
“ 全国见义勇为英雄”
戴庆贤获启东市道德模范特别奖。
【记者追踪】
为推动我市公民道德建设的深入开
展，2008 年 10 月，由市纪委、市委组
织部、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等 9 家单
位联合发文，决定评选表彰我市首届道

德模范。
此次评选活动是我市道德建设领域
规模最大、规格最高、评选范围最广的一
次活动。评选一经开展，即在全市上下引
起强烈反响。由全市各行业、单位，各镇
乡、街道以及普通市民共同推荐出 256 名
道德模范候选人。对照各类模范评比标
准，经过初步筛选和组委会成员单位投
票，产生见义勇为模范候选代表 18 人、助
人为乐模范候选代表 25 人、孝老爱亲模
范候选代表 23 人。在此基础上，最终产生
30 名道德模范代表。随后，经过全市百万
人民的共同推荐评选，最终评出 10 名道

德模范、10 名道德模范提名奖和 10 名文
明新风典型。
走近模范，走近高尚。随着市委市政
府“启东市首届道德模范”颁奖盛典的举
行，道德模范们的先进事迹在东疆大地
广为传播，并由此引发全市新一轮的文
明创建热潮。
好人就在身边，让人倍感温暖。近年
来，
我市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层出不穷的凡
人善举、创新机制和创新举措，
让行善、扬
善、
崇善成为新时代的一种
“时尚”
。
【相关链接】
2010 年以来，我市通过开展“十佳道

德模范”
“ 感动启东人物”
“ 启东好人”等
先进典型评选，挖掘出了一大批道德典
型。截至目前，我市已获评全国道德模范
提名奖 1 人，江苏省道德模范提名奖 2
人，中国好人 21 组 22 人；2018 年获评南
通、省“文明家庭”12 户，全国“五好文明
家庭”1 户，道德典型数量在全省同类县
市区中位居前列。

关于征集 2019 年政府民生实事项目建议的公开信
广大市民朋友：
为贯彻落实市委十三届五次全体
（扩大）会议精神，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
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
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品质，市政府决
定在 2019 年继续兴办一批民生实事项
目。为了使实事项目更加体现民意、反
映民声、贴近民需，现向社会各界公开

征集建议和意见。
一、征集时间：公告之日起，至 2018
年 10 月 31 日止。
二、征集项目要求：①应与城乡居
民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代表性比较
强、受益面比较广；②具有可操作性，财
力可以承受，一般当年可以完成；③尽
可能一事一建议，
内容清楚、简明扼要。

三、征集方式：①可将建议信直接
2019 年政府民生实事项目”流动图标，
邮寄到市政府办公室综合五科（地址：
按 提 示 填 写 具 体 内 容 。④ 可 拨 打
启东市汇龙镇世纪大道 1288 号，邮编： “12345”公共服务热线，讲明参与“政府
226200），信封右上角请注明“政府民生
民生实事项目建议征集”活动，提出建
实事项目建议”字样；②可将建议意见
议。
通过电子邮件发至 qdwmss@qidong.
真诚期待您的踊跃参与！
gov.cn；③可直接登录“中国启东”网站
启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www.qidong.gov.cn），点 击“ 征 集
2018 年 10 月 1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