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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下面请戴冰洋尧王立成尧乔华等 3
位同志上台领取江苏射阳农商银行创
业担保贷款噎噎冶3月 13日下午袁县全
民创业办和人社局联合举办创业担保
贷款集中发放仪式遥

野创业担保贷款不但手续简便袁而且还给予财政贴息袁帮助我圆了创
业梦遥 现在我已拥有 70多个大棚袁面积达到 200多亩遥 冶长荡镇西厦居委
会的红萍蔬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红萍说出心中感激遥

野今年的富民创业担保贷款政策袁个人创业者贷款发放金额将由过去
的 10-30万元袁扩大到 10-50万元袁使用期限由 2年扩大到 3年曰创办小
微企业扩大到 300万元袁使用期限由 1年扩大到 2年曰另外其担保方式将
由过去的财政供给人员每人可担保 5万元袁扩大到国有企业耶机关事业单
位人员每人可担保 15万元曰 正常缴纳社会保险的人员每人可担保 5万
元曰建立实施房产尧专利权尧质押担保方式曰探索尝试由前置审批改为前置
备案袁事后还款贴息的方式噎噎冶该县全民创业办公室相关负责人宣读今
年富民创业担保贷款相关政策时袁现场掌声一片遥
千秋镇的建兵玫瑰种植家庭农场场长黄建兵喜滋滋地说院野这下可好

了浴我刚刚研发玫瑰深加工的全天然面膜尧沐浴露生产项目的资金可有着
落了浴 今天的创业担保贷款犹如一股拂面吹来的春风多及时啊浴 冶
当天发放仪式现场袁共有董锦红尧华巍尧石文尧邓萍尧朱海燕尧汤嫣红等

10多个创业者领取了 100多万元创业担保贷款遥

“创业春风”拂面来
本报通讯员 倪铁清 张建忠

本报讯渊通讯员 王峻杰 记者 成杰冤春回大地袁万
物复苏遥 走进海河镇工业园区袁新上项目尧在建项目现场紧
张建设袁广袤原野上设施农业尧高效农业连片成势袁乡村环
境面貌不断提升改袁处处焕发着勃勃生机遥该镇以建设乡村
振兴示范镇为目标袁从紧推进招商引资尧乡村振兴等工作袁
奋力夺取首季野开门红冶遥
坚定不移招项目尧强载体遥 该镇围绕智能装备尧机电制

造尧新材料产业链尧供应链招商袁紧盯上海产业转移项目尧瞄
准龙头企业袁精准开展专业招商尧驻点招商尧代理招商曰实行
周汇报尧旬督查尧月过堂袁落地实施一批建链补链强链项目袁
努力形成野在建一批尧开工一批尧储备一批冶项目的滚动发展
格局遥 目前袁跟踪对接项目 7个袁签约 3个遥 深入实施野专精
特新冶小巨人培训计划袁重点推动鸿中阀业尧华凯阀业尧海顺
纺织等企业加快智能改造袁推动欧瑞达尧匡特尧瑞海等高新
企业加快建设工程技术中心袁 争取申报各类发明专利不少
于 5个袁积极申报国家高新技术企业遥 健全野1+1冶挂钩服务
和定期会商尧每周会办尧驻点服务四项机制袁实行全过程跟
踪尧全环节帮办尧全要素保障袁确保新开工项目 10个袁其中
亿元以上项目 4个曰新竣工项目 6个袁其中亿元以上项目 2
个遥
坚定不移调结构尧创特色遥 该镇抓实产业结构调整袁按

照缩粮尧扩经要求袁重点推广稻田+复合循环农业袁扎实做好
36000亩产业结构调整工作袁建设高标准农田 15000亩遥 大
力推进农业野接二连三冶袁积极发展野互联网+农业冶袁加快野射

阳大米产业园冶建设步伐袁紧盯农业龙头企业袁力争招引投入超 5000万
元企业 2家遥 以建设上海蔬菜外延基地为抓手袁按照标准化体系袁加快万
亩有机果蔬园园区基础设施尧技术装备尧可追溯系统建设袁示范引领全镇
农业结构调整遥 按照农旅结合的总体思路袁引入国有公司共同投资袁开工
建设四季果香 2000㎡园区综合服务中心和 10000㎡的智能温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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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初以来袁全
县运行企业紧盯时间
和任务节点袁 开足马
力推进生产袁 奋力冲
刺首季野开门红冶遥 图
为晶裕成光电科技有
限公司尧 辉山乳业发
展有限公司工人正在
忙碌生产遥
盛诚 彭岭 摄

本报讯渊记者 成杰
通讯员 陈元兵 王克
成冤3月 13日下午袁射建
线两侧绿化工人正忙着
检查苗木存活情况袁进行
苗木补植尧修剪遥这是我县加快交通道路绿化行动的一个镜头遥

今年袁我县交通绿化工程总任务是 798.12公里袁包括交通
干线提升工程 99.9公里袁含国道 G228尧省道 S233尧连盐铁路和
通港公路东段等工程曰新建工程 48.22公里袁兴海线新坍段尧射
千线千秋段和临海农场段等曰 农村公路改造提升 650公里袁包
括野四好农村路冶绿化达标工程计 450公里和新建农村公路绿
化达标完善工程 200公里遥

为做好交通绿化工作袁各镇区尧各部门按照要求袁倒排工
期袁挂图作战袁组织足够的人力和机械袁抢晴天尧钻雨隙袁全面营
造交通绿化会战态势遥各责任单位着力对国省干线中分带绿化
和两侧背景林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完善提升袁苗木按照既有品
种进行补植遥 在新建县道两侧栽植两排常绿乔木袁同时栽植灌
木一排遥 按照省政府野四好农村路冶示范县创建标准要求袁将农
村公路示范线路按照两排成品字型栽植曰 对 2016年以来新改
建的农村公路两侧的绿化进一步提升达标袁 栽植一排乔木袁中
间夹灌木袁改善农村道路绿化环境遥

四季有绿 季季有景

县打造 800公里交通风景线

野来袁快把东西都搬下来冶野快起来袁
董会长又来看我们了冶遥 3月还弥漫着
初春的寒冷袁但海河元春残疾人之家的
屋子里却是暖意融融袁志愿者们为这里
的 31位残疾人送去棉衣尧食品袁给他们
理发尧剪指甲尧体检遥

近年来袁在鹤乡大地上活跃着一支
播洒爱的阳光的助残志愿者队伍袁他们
用一颗颗真挚的爱心尧一行行奉献的脚
印袁 在残疾人心上播种着希望的种子袁
诠释着真善美的时代意义袁为新时代新
射阳创塑着新印象袁这支队伍就是县助
残志愿者联合会遥

县助残会成立于 2016年 7月遥野刚
成立的时候袁 我们仅有注册志愿者 50
人袁党员 5人袁当时没想着人少袁我就想
力所能及地做一些小事情袁既然选择了
当一名爱心志愿者袁我就要坚持把公益
事业干下去遥 冶会长董标介绍成立助残
会的初衷遥

2017年 9月袁县助残会调查得知袁
残疾人一是有恐惧自卑心理袁二是想做

事却没有一技之长袁 生活大多比较困
难遥 很多爱心组织虽然在经济和物质
上给予了一定的帮扶和支持袁但受惠面
小袁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遥为此袁县助
残会在当年 10月实施了 野残健融合惠
民生冶项目袁分批分组对全县残障人士
进行心理疏导尧 技能培训等一系列帮
扶袁让他们重树信心和理想袁自强自立
回报社会遥 截至目前袁全县新建残疾人
之家 6所袁 通过系列帮扶袁328人已就
业袁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遥

随着名气愈大袁加入的成员日趋增
多袁截至现在袁助残会已经发展成 500
人的大家庭遥 多年来袁助残会致力于全
县的助残尧扶残事业袁先后开展了走村

入户访残情尧 县城无障碍设施排查尧服
务江苏省第七届特奥会尧 服务 4000名
残疾人评残工作等活动遥

平时袁 县助残会利用重大传统节
日袁先后组织志愿者走进四明尧千秋尧通
洋尧新坍尧合德等敬老院袁赴黄沙港残养
中心慰问孤寡老人袁 组织祭奠革命先
烈袁慰问抗战尧对越自卫反击战等老兵
以及烈军属曰组织开展植树造林袁组织
志愿者走上街头进行文明城市创建袁举
办全国助残日文艺汇演等公益活动
150多场次袁筹集尧发放爱心善款尧慰问
物 30万元袁慰问特困残群众尧助学特困
学生达 800人次遥

野做公益袁要有一种无私奉献尧锲而

不舍的精神袁不图名利袁帮助别人袁其实
就是在帮助自己遥 冶据董标介绍袁今年袁
县助残会继续在相关惠残政策的协助
落实尧技能培训尧协助就业尧扶困助学等
方面主动有为袁开展暖心行动袁为残疾
朋友带来福音遥

一份耕耘袁一份收获遥 2018年初袁
县助残会被市民政局尧市社会组织促进
会表彰为 2017年度 野优秀社会组织冶曰
2018年 2月袁县助残会报送的野爱心助
残冶公益服务项目被市文明办尧市民政
局尧团市委尧市妇联联合表彰为 2017年
野最佳志愿服务项目冶袁同年入选市野最
佳志愿服务组织冶遥

写在脸上的笑意袁 乐在心里的满
足遥 助残志愿者联合会袁这支新兴的社
会组织袁用一片真心袁向残疾人播洒爱
的阳光遥

播洒爱的阳光
冥冥记市野最佳志愿服务组织冶射阳县助残志愿者联合会

本报记者 王明月 通讯员 薛丹枫

本报讯 渊记者 范媛媛冤3月 13
日晚袁全县招商引资项目推进过堂会
在县行政中心十二楼会议室召开遥县
委书记唐敬出席会议并讲话遥 他强
调袁要坚持项目强县不动摇袁紧扣目
标任务袁快速高效推进袁推动区域经
济提速发展遥 县委副书记尧县长吴冈
玉主持会议遥

在听取各镇区和相关部门汇报
今年以来招商引资和项目推进工作
情况后袁唐敬指出袁今年以来袁我县紧
紧围绕野聚焦项目强县袁聚力开放创
新冶袁大力推进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袁
取得了一定成绩遥全县上下必须进一
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袁 压实工作责
任袁层层传递压力袁以迎难而上的勇
气尧开拓创新的志气尧勇于担当的锐
气袁推动招商引资和项目推进取得新
突破遥

唐敬要求袁围绕目标袁对标对表遥
要紧紧围绕野产业园区项目载体提升
年冶活动目标任务袁进一步对标审视尧
对表找差袁以坐不住尧慢不得尧等不起
的危机感和紧迫感袁 更大力度跑项
目尧攻项目尧推项目袁确保首战告捷遥
围绕产业袁突出链条遥要围绕野3+3冶主
导产业体系袁 紧盯国内外有影响尧有
实力尧有潜力的企业尧财团袁加强对其
产业布局尧 投资趋向的跟踪研究曰结
合各镇区自身实际袁着力引进产业链
关键环节尧核心企业和上下游配套企
业袁 推动形成全产业链发展格局曰加
强对产业新动向尧科研新成果的研究
分析袁加大与高新企业尧国内知名高
校院所对接袁加快突破一批科技含量
高尧研发能力强尧成长潜力大的高精
尖项目遥 加快推进现有项目遥 要紧紧
抓住合同履约率尧资金到账率尧项目
开工率尧建成投产率不放袁加快推进
项目转化落地和开工建设袁确保意向
项目快签约尧签约项目快落地曰加快
推进在建项目袁在保证安全质量环保
的前提下袁紧扣时间节点尧抓实关键
环节袁倒排工期尧挂图作战尧专班服
务袁确保项目早竣工尧早投产尧早达
效遥围绕项目袁勇于担当遥四套班子领
导要走在前尧干在前袁主动带领镇区尧
部门同志野走出去尧引进来冶曰各镇区要切实担负起招商引资和
项目推进的主体责任袁成立专门班子跟踪服务袁坚决做到尽心
尽责尽力曰相关部门要在做好本单位招商工作同时袁发挥职能
优势袁主动靠前尧精心服务袁全力营造优质高效的营商环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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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记者 施露冤3月 14日下午袁
县委书记唐敬在县行政中心十二楼会议室
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渊扩大冤会议袁传达有
关会议精神袁研究部署当前工作遥 县委副书
记尧县长吴冈玉袁县委副书记张鹏程尧陈铁
军及县委常委出席会议遥 县人大常委会主
任季晓春袁县政协主席邱德兵袁县政府班子
成员袁相关部门尧各镇区负责人列席会议遥
会议通报欧洲尧深圳招商成果遥 会议要

求袁加快推动招商成果落地遥 对拜访企业尧
洽谈项目袁逐一明确专人对接尧跟踪服务袁
对已签约项目袁超前做好前期工作袁推动项
目快开工曰对意向项目袁要主动邀请客商组
团来我县实地考察袁尽快敲定合作细节袁推
动项目快签约遥持续掀起招商引资热潮遥相
关部门要对照全年境外招商活动安排袁重
点组织好赴韩产业招商袁 抓紧突破一批重
大外资项目曰要紧盯北上广深等区域袁常态
化开展招商袁 加快招引一批先进制造业项
目遥 同时袁周密做好野对接服务上海招商周冶
各项准备工作袁确保活动取得实效遥 全力推
进在建项目建设遥 相关镇区和部门要督促
项目业主和施工单位袁抢抓有利天气袁加强
工程调度袁确保早竣工早投产早达效遥

会议传达学习全市宣传部长会议精
神遥 会议强调袁要深刻领会精神遥 全县各级
党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总书记关于宣传
思想工作的重要思想袁 认真落实中央和省
市委部署要求袁 不断开创全县宣传思想工

作新局面遥要坚持重点重抓遥围绕学习宣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这个首要任务和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
这条主线袁 努力创塑一批射阳特色的宣传
思想工作品牌遥要强化党的领导遥各级党组
织要旗帜鲜明坚持党管宣传和党管意识形
态袁自觉担负起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袁带头
把方向尧抓导向尧管阵地尧强队伍曰宣传条线
要深入推进野四力冶教育实践袁努力打造一
支政治过硬尧本领高强尧求实创新尧能打胜
仗的宣传思想工作队伍遥

会议传达学习市纪委监委有关会议精
神遥 会议要求袁提高站位抓落实遥 各层各级
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袁深刻领会会议精神袁
准确把握上级最新要求袁 从严从实从细抓
好各项任务落实袁 推动全县政治生态持续
向好遥突出重点抓落实遥正风肃纪两个专项
行动要以党员干部作风大转变尧 营商环境
大优化尧群众满意度大提升为重点袁不断提
高治理实效曰 巡察监督工作要以问题整改
为重点袁确保问题真改实改尧彻底整改曰党
风廉政宣传教育要以增强党员干部法纪观
念和规矩意识为重点袁不断传播廉能量袁营
造风清气正好氛围曰 审查调查工作要始终
坚持无禁区尧全覆盖尧零容忍袁强化通报曝
光袁全面形成不敢腐的强烈震慑遥 压实责任
抓落实遥 全县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履行好党
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野一岗双责冶责任袁
相关部门和各镇区要对照工作职责要求袁

主动担当尧积极作为袁形成整体推进合力曰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认真落实好牵头组织
和监督推进责任袁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各项
部署落实到位遥

会议传达学习全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现场会和全市改善农民群众住房条件工作
领导小组会议精神遥 会议强调袁要深化思想
认识遥 各层各级要全面落实上级部署安排袁
结合射阳实际袁 确保打好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这场硬仗遥要抓牢关键环节遥扎实开展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袁深入推进野263冶
专项整治袁突出抓好村容村貌整治尧河塘沟
坝治理等工作袁 同步实施改善农民群众住
房条件袁 加快提升基础设施配套和公共服
务水平袁 真正让农民群众过上与时代同步
的现代城镇生活遥要健全推进机制遥各镇区
党渊工冤委要切实发挥牵头抓总作用袁主要
负责同志既要挂帅也要出征袁 分管负责同
志要把更多的精力和功夫用在抓工作的具
体落实上曰 各相关职能部门要积极向上争
取配套政策袁科学整合好各类涉农资金袁有
效破除瓶颈遥 要发挥考核的指挥棒作用袁将
两项工作纳入年度目标任务综合考核袁实
行严督实考袁倒逼责任上肩尧工作落地遥

会议传达学习 2019年盐城市劳动模
范推荐评选工作会议精神遥 会议要求袁深化
思想认识遥 各层各级要充分认识做好评选
工作的重要意义袁扎实做好各项评选工作袁
确保评选结果经得起实践尧 历史和群众检

验遥严格评选标准遥按照公平尧公正尧公开原
则袁真正把政治信念坚定尧道德情操高尚尧
作出突出贡献尧 得到群众公认的杰出代表
评选出来遥加强舆论宣传遥宣传部门要采取
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袁 广泛宣传劳动模范
候选人的典型事迹袁 在全社会形成良好氛
围遥
会议分析一季度经济形势遥 会议强调袁

要进一步强化任务意识遥 全县各层各级要
进一步强化目标意识尧 实干意识和必成意
识袁坚持问题导向袁狠抓重点工作袁对标找
差尧对表找差袁真抓实干尧紧张快干袁确保高
质量实现首季开门红袁 为圆满完成全年各
项目标任务奠定坚实基础遥 要进一步强化
组织推动遥 深入推进野三个年冶活动袁精心组
织好接轨上海尧对接深圳等专题招商活动袁
确保谈成一批项目尧储备一批项目遥 要严格
落实野四个一冶项目推进机制袁全力保障企
业资金尧用工尧创新等要素需求袁助推企业
做大做强遥 要加快推进城市尧交通尧民生等
重点工程建设袁 特别是要尽快完成盐射高
速前期各项工作遥 要统筹做好农业结构调
整尧春耕生产尧二三级管网改造等工作袁抓
紧完成野大棚房冶专项清理扫尾袁确保各项
工作有力有序推进到位遥

会议研究讨论 叶射阳县党政领导干部
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实施办法曳遥
会议还研究讨论其他相关事项遥

唐敬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扩大）会议

传达有关会议精神 研究部署当前工作
吴冈玉张鹏程陈铁军出席 季晓春邱德兵列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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