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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特刊两会特刊

如东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五次会议于 2021 年 1 月 15 日经
县人大代表票决，确定以下 10个项
目为 2020年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

1.卫生健康守护项目。加快建
设公共卫生临床应急中心（应急救
治医院），完成主体结构封顶。为全
县 65岁以上老年人提供 1次自愿免
费基本健康体检。为全县 1~2周岁
儿童提供 1剂次自愿免费水痘疫苗
接种。实施妇幼“五免”筛查（适龄
妇女两癌筛查，产妇产前筛查，新生
儿疾病筛查、先天性心脏病筛查、遗
传性耳聋基因筛查）。

2. 农村基础建设项目。新增
高标准农田不少于 12 万亩。深入
实施“四好农村路”提升工程，实施
15座农村公路危桥改造，整治路域
环境不少于 100公里。建成 8个市
乡村振兴示范村、8 个市乡村振兴
先进村。

3. 教育资源优化项目。解放路
小学、友谊路小学、经济开发区中心
小学、海韵幼儿园、宾东幼儿园、鑫
城幼儿园、碧桂园幼儿园、三盛幼儿
园和如东第一高级中学宾东校区改
造工程全面竣工。完成全县所有 21
所初中和46所小学教室互动教学设
备（智慧黑板）及照明改造提升。

4. 污染防治攻坚项目。建成
县城污水处理提质增效达标示范区
3 个。建成乡镇污水主管网 20 公
里、支管网 40公里、分散式农污示
范区 10 个，覆盖农户新增 1.5 万
户。乡镇污水处理厂及农村水环境
综合治理 PPP项目一期、二期工程
全面完工。

5. 清水绿岸提质项目。疏浚
整治等级河道 19条（段）、150公里，
完成清淤 200万立方米。完成内河
航道沿线非法码头、堆场、浮吊船专
项整治，非法码头规范到位。完成

洋口外闸枢纽加固改造。
6. 文明城市巩固项目。推广

垃圾分类投放，建成示范小区 12
个。强化县城无物业小区管理，保
安、保洁、保绿覆盖率达 80%。完善
智慧停车管理，新增公共停车泊位
300个。

7. 社会保障扩面项目。新增
城镇就业 8000 人。新增职工养老
保险参保 1.6万人。职业技能等级
认定 4200 人。新增家庭适老化及
无障碍改造 845户。掘港敬老院投
入使用。“民善康”慈善医疗互助项
目镇区（街道）全覆盖。

8. 城市品质升级项目。新增
50 个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完成
4000盏城市照明节能化改造。新增
和提升绿化 120万平方米。鹤鸣公
园南区形成景观效果。三河六岸工
程建设完工并对外开放。完成珠江
路转盘（珠江路与泰山路交叉口）、

人民南路（南闸桥-芳泉路）、紫琅
路（永新南苑-牡丹江路）、海河路
（黄山路-太行山路）、纵一路（渭河
路-海河路）、富民路（解放路-东环
路）6条市政道路的新建和改造。

9. 安居工程保障项目。建设
保障性安居房，实现不少于 30万平
方米的主体结构封顶、不少于 40万
平方米新开工。完成 5个老旧小区
综合整治。

10. 公共安全提升项目。对全
县食品质量安全全链环节实施监督
抽检 6000批次以上。建成互联网+
明厨亮灶餐饮服务单位 100家。完
成区域供水通洋二期上游连接线施
工。县城区应急水源（地下水）供水
二期工程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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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号）

（上紧接第一版）本次人代会又以法
定的程序，将全会确定的目标要求
转化成为全县人民的意志。站在
两个五年规划的历史交汇点，面对
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发展质态、
发展趋势，全县上下必须始终坚持

“争先进位、争作贡献”的工作要
求，以“能当第一就决不做第二”的
必胜信心、“不说不好办只想怎么
办”的责任担当、“把不可能变为可
能”的过硬本领，奋进新征程，再创
新辉煌。

沈峻峰强调，奋进新征程，必须
把牢政治方向。要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定向领
航，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
彻底地用新思想解放思想、统一思
想，做到“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知其
所以必然”；更加自觉地把新发展理
念作为指挥棒、红绿灯，打破思维定
势和路径依赖，着力破解制约高质
量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奋进
新征程，必须聚焦重点突破。要聚
焦奋斗目标，积极抢抓机遇，充分发
挥资源禀赋、实体经济、特色产业、
空间承载等诸多比较优势，全力打
造全市跨越发展增长极、全省向海
战略先导区、全国绿色能源示范城，

勇当长三角沿海高质量发展排头
兵；要聚焦关键抓手，突出改革创新
引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进一步提
升质量、做大总量；要聚焦重要支
撑，完善重大项目招引和推进机制，
加快金光、桐昆、LNG能源岛、海上
风电等百亿级重特大项目建设进
程。奋进新征程，必须永葆为民情
怀。要在惠民生上下功夫，加快推
进实施一批重点民生工程，持续优
化完善公共服务配套；要在助民富
上下功夫，全力推进就业富民、创业
富民、产业富民，做好巩固拓展脱贫
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要在
解民忧上下功夫，重点围绕教育、医
疗卫生、社会保障、养老服务等民生
热点问题，着力解决好老百姓的操
心事、烦心事、揪心事。奋进新征
程，必须激扬拼搏精神。要更深层
次激发敢拼敢抢、敢争敢闯的“狼
性”精神，不断锤炼脚踏实地、埋头
苦干的“牛劲”品格，敢啃“硬骨头”、
勇破“娄山关”、善开“顶风船”；要进
一步昂扬不服输、不言败的勇气，弘
扬争第一、创唯一的志气，激扬奋力
拼、迎难上的锐气，闯在改革一线、
冲在发展一线、干在实践一线；要以
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建功必定有
我的担当，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

任接着一任干，不断积小胜为大胜，
用奋斗与激情在新征程中书写更多
精彩华章。

沈峻峰要求，县人大及其常委
会和广大代表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的重要思想，认真贯彻落实
中央和省市县委关于加强和改进新
时代人大工作的一系列部署，研究
把握新时期人大工作的特点和规
律，紧密结合当前实际，创造性地推
动人大工作开展，做到依法履职尽
责、服务发展大局，激发代表活力、
发挥主体作用，加强自身建设、提高
履职能力，不断推动人大事业取得
新进展。“一府一委两院”要自觉接
受人大监督，认真贯彻执行人大的
决议决定，不断提高依法行政和公
正司法水平，确保监察权规范行
使。全县各级各部门要积极支持人
大依法行使职权，认真办理人大代
表议案建议，努力营造全社会尊重
和支持人大工作的良好氛围。他表
示，县委将一如既往地重视和支持
人大工作，带头维护国家权力机关
的地位，更好地发挥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的优势和作用。

大会结束前，陈昌龙希望全体
人大代表深入学习、准确把握大会

精神和沈峻峰讲话要求，结合岗位
实际，带头贯彻落实。一是要高点
站位，更加自觉坚持党的领导，坚持
在县委领导下研究工作、行使职权、
推进创新。二是要提升效能，更高
水平赋能县域治理，紧扣县委十四
届十次全会提出的新定位、新目
标，主动融入重大项目建设、实体
经济壮大、城市长效管理、环境质量
提升等中心工作，推动县委重大决
策部署落地落实，努力把如东打造
成全市跨越发展增长极、全省向海
战略先导区、全国绿色能源示范
城。三是要惠及民生，更实举措服
务人民群众，要当好反映社情民意
的“情报员”，“身”入基层，“心”连
百姓，“情”牵群众；当好人民利益
的“维护员”，推动民生问题优先
解决、民生工程加快实施、惠民政
策全面落实；当好矛盾纠纷的“调
解员”，着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
定。四是要凝心聚力，更强担当发
挥主体作用，充分凝聚各级代表投
身和推动改革发展的强大合力，为
建设“强富美高”新如东，勇当长三
角沿海高质量发展排头兵贡献更多
的智慧和力量，以优异成绩向建党
100周年献礼。

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闭幕。

如东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闭幕

根据国家省市有关做好冬春季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的要求，全力应对当前疫情
防控严峻形势，巩固我县来之不易的疫情防
控成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现就做好
我县今冬明春疫情防控工作通告如下：

一、大型活动一律压缩或取消。全县各
类企事业单位一律不举办集体团拜和大型
慰问、联欢、聚餐、商演等活动。大型年货促
销、房展会等一律取消。

二、从简办理婚丧嫁娶事宜。提倡婚事
缓办、丧事简办，党员干部要带头执行，各村
（居）社区干部要上门做好群众工作，严格控

制参加人数，不组织大堂聚餐。
三、户外出行做好个人防护。尽量不前

往人员密集场所，户外出行或前往公共场所
务必全程佩戴口罩，返回后要及时洗手消
毒，家庭做好通风。

四、公共场所严格落实查验措施。全县
各类公共场所一律要在入口处查验“苏康
码”“行程码”、测体温，并提醒群众戴口罩、
保持“一米线”，不戴口罩者应拒绝进入。

五、严格加强“人”“物”同防工作。采购
进口冷链食品，请携带身份证到商场超市定
点专柜实名购买，主动查验“集中监管出仓

证明”，并提供真实联系方式。不从中高风
险地区、国（境）外网购、海淘物品。接收快
递包裹、在家清洗冷链食品时，做好个人防
护和包装消毒。

六、中高风险地区重点人员返如要报
告。如有中高风险地区的亲友，应劝其近期
不要返如。如已返回务必第一时间向村
（居）社区报告，及时进行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和核酸检测。

七、近期不要跨省区流动。春节期间，
倡导省内就地过节，非必要不出省。确需出
省的，要提前了解目的地疫情状况，并要向

单位和村（居）社区双报告。不要前往中高
风险地区及其所在的设区市，不要赴境外
（不含澳门地区）旅游探亲。尚在外省务工
的人员提倡就地过节，如确需返回，请在当
地进行7日内核酸检测。

八、出现发热咳嗽症状要及时检查。如
已出现发热咳嗽症状，要及时到医院发热门
诊检查并进行核酸检测，同时应如实告之相
关旅居史。所有零售药店的退热、止咳等相
关药品须实名购买。

九、所有单位、个人车辆非经批准，不得
用于接送尚处于集中医学观察、集中健康管

理和居家健康监测阶段的人员。
疫情防控事关每个人的生命安全，也需要

依靠大家的共同努力！广大市民要全力支持、
自觉遵守各项防疫措施，同时要积极参与、监
督举报身边中高风险地区来如不申报、居家隔
离人员私自外出以及其他不落实防控措施的
情形，共同构建起群防群控的严密防线。

特此通告。

如东县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

2021年1月15日

如东县关于全面加强冬春季疫情防控工作的通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