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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现代高端纺织产
业区的题桥高端纺织项目
总投资 60亿元袁项目全部
建成后袁 年可产 2万吨高
档功能性面料尧3000吨医
用纱布尧6000吨散纤维染
色及 2 万吨筒子纱染色袁
年可实现销售 30亿元袁实
现利税 5亿元遥

吴炘恒 摄

4月 23日上午袁在千秋小学袁一场诵读
经典的读书活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袁 千余
名学生津津有味地聆听遥 在长达两个小时
的活动中袁中途几乎无听众离场袁上演着一
场野我与读书有个约会冶的精彩告白遥

让阅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袁 让学习成
为一种生活状态遥近年来袁我县持续深入开
展全民阅读活动袁浓浓书香浸润鹤乡大地袁
精神营养滋润干部群众心田袁 为新时代文
明实践注入不竭动力遥

不同阅读群体同享精神食粮
源深之水多流长袁好学之邦多兴旺遥在

全县广泛深入地开展全民阅读活动袁 是建
设学习型社会的必要之举遥一手抓全覆盖尧
保障基本文化民生曰一手抓重点人群袁发挥
示范引领作用遥近年来袁我县全民阅读活动
风生水起遥

野以前袁乡亲们总是抱怨袁看来看去袁屋
里就那么几本书遥现在好了袁耶图书流动爷起
来了袁大家能经常看到新书袁还书也更加方
便了遥 冶 海河镇条心村村居宣传文化管理
员张鑫高兴地说遥张鑫所说的野图书流动冶袁
是我县实施的农村公共图书服务一体化建
设遥 截至目前袁我县已实现村村书屋野全覆

盖冶袁有效缓解了农民野买书难尧借书难尧看
书难冶问题遥针对农村书屋日常运行中出现
的藏书量不足尧书目更新慢等新问题袁我县
全面实现图书总分馆尧农家书屋三级联网尧
数字书屋建设全覆盖全达标袁 更大程度上
盘活县镇村三级公共图书资源袁 让好书新
书野转冶起来遥

读书袁不只在书屋阅读袁也可以到原色
读书会里遥书香射阳阅读会尧托馥咖啡阅读
会尧 海防营军营读书会等各类民间阅读组
织应运而生遥推进全民阅读袁离不开千百万
群众的参与遥近年来袁在县委县政府的大力
倡导和支持下袁 一批具有示范性的民间阅
读组织如雨后竹笋般涌现出来袁 并逐渐成
为推动全民阅读的新生力量遥 它们建立多
样化的组织形式和运作方式袁 策划开展各
种主题类型的读书活动袁 使书友们通过阅
读了解历史尧弘扬国学尧品味文学袁不断提
升市民的文明素养遥

特色品牌活动引发阅读热潮
野阅读要从娃娃抓起袁我现在经常领着

我的小孩去参加读书会举办的耶亲子阅读爷
活动遥 现在袁他不仅喜欢上看书了袁还经常
向其它小朋友推荐自己看过的书呢遥 冶提及

阅读袁市民李曼的心里乐开了花遥
在全民阅读进行得风生水起时袁 政府

的引导和推进无疑为书香射阳建设再添一
把火遥我县以野文明书香润鹤乡冶为主题袁开
展 野书香射阳大讲堂冶野国学大讲堂冶野朗读
者在射阳冶野文明书香润鹤乡窑寻找最美阅
读人冶尧全民诵读会等阅读活动袁打造出野书
香射阳大讲堂冶尧野国学大讲堂冶 等 22项全
民阅读活动品牌袁 还计划培育 野朗读者冶尧
野书香伴我行冶等新一批阅读品牌袁用多彩
活动不断引领全民阅读热潮袁 成为我县一
道独特的文化风景遥

此外袁 我县积极推动各行各业结合自
身特点开展分众化全民阅读活动袁 在民政
局有野书香民政冶读书月活动袁在司法局有
野德润司法人窑书香进科室冶读书月活动等袁
采取报告讲座尧网上交流尧读书会等多种形
式学习业务书籍尧 研读经典尧 选读兴趣书
籍袁让读者零距离感受文化的韵味尧智慧的
火花袁文化韵味充溢机关内外遥

新型阅读方式丰富阅读内涵
野在车站尧药店尧社区等公共场所袁都能

看到休闲阅读空间和党报党刊阅读栏袁让
我们在闲暇时能随手阅读袁十分方便浴 冶市

民周怡馨谈起阅读空间喜上眉梢遥
为着力打造亲民尧便民尧利民的阅读服

务体系袁 我县在人流密集的地方建立了休
闲阅读空间袁为城市创造更多尧更美好的文
化空间袁满足群众读书野十分钟冶的需要遥为
放大图书馆尧书屋的作用袁使群众有便利的
借书看书条件袁同样还有便捷的还书条件袁
我县围绕建设野全城一个图书馆冶的发展目
标袁大力推进野一卡通冶电子信息化建设袁全
面实现图书总分馆与农家书屋三级联网和
通借通还袁一处借书袁随处还书遥

网络的兴起袁 使文字在纸张之外又多
了手机尧平板电脑等电子载体遥 与传统纸质
书相比袁电子阅读少了些许书香袁却多了几
分便利遥 我县大力推进数字化阅读阵地建
设袁登录野数字图书馆冶云平台袁群众不仅可
以浏览数千册电子图书袁 还能通过视频获
得书本外的鲜活信息遥 建成图书馆公众服
务微信平台袁方便读者借阅尧查询尧预约袁进
一步拓展图书馆智能化的服务范围遥同时袁
依托超星学习网云上资源袁大力普及野移动
图书馆冶手机 APP使用袁以技术革新让群众
阅读随时随地尧随心所欲袁让馥郁书香涵养
这座有爱小城的文化气质遥

与 书 香 作 伴
要要要 县全民阅读活动掠影

本报记者 王中印

本报讯渊记者 葛静漪冤5月 7日上
午袁 县政府全体人员会议暨廉政工作会
议在县行政中心二楼西会议室召开遥 县
长吴冈玉出席会议并讲话遥

吴冈玉在讲话中说袁 廉洁从政是做
好政府各项工作的重要保障袁 也是每一
名党员干部必须坚守的底线遥 各层各级
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部署和要
求上来袁着力增强管党治党尧反腐倡廉的
思想自觉尧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袁以强烈
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袁 扎实抓好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袁 不断提升
政府的公信力和执行力遥

吴冈玉要求袁 要以强烈的政治自觉
坚定信念尧把好方向遥要始终把提高政治
站位作为增强政治能力的野法宝冶袁把准
政治方向袁 增强政治能力袁 严守政治纪
律袁 确保政府工作在县委领导下有力有
序开展尧 党委政府决策部署得到全面贯
彻落实尧 党员干部在栉风沐雨中创造过
硬业绩遥 各镇区尧各部门尧各单位要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引袁坚定政治信仰袁强化政治领导袁
提高政治能力袁 真正把讲政治贯穿政府
工作始终袁 在奋斗和实干中体现应有政
治担当遥

吴冈玉强调袁 要以强烈的思想自觉
改进作风尧增强能力遥政府全体组成人员
要紧密结合工作实际袁 采取扎实有效措
施袁 切实把政府行政服务效能提高到一
个新的水平遥 要不断增强学习研究的能
力尧高效行政的能力尧依法行政的能力袁
坚持干中学尧学中干袁持续加强对自身工
作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学习研究袁 牢固树
立野今天再迟也是早袁明天再早也是迟冶
的效能意识袁严守工作规矩袁进一步提高
政府工作公信力遥

吴冈玉指出袁 要以强烈的行动自觉
主动作为尧狠抓落实遥要在聚焦项目强县
上展现新作为袁 狠抓项目谋划尧 项目招
引尧项目推进袁密切跟踪服务袁促进项目
尽快投产达效遥 要在聚力开放创新上展
现新作为袁更高层次开放沿海尧更大力度
接轨上海尧更加注重科技创新袁充分发挥
政府主导作用及企业主体作用袁 推动产
学研一体化发展遥 要在加快城乡建设上
展现新作为袁 在推进新老城区发展的同
时袁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袁不断增强农
业农村活力遥 要在提高民生福祉上展现
新作为袁各镇区尧部门单位要突出抓好各
项民生实事项目袁 不断完善公共服务体
系袁 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
实尧更有保障尧更可持续遥 要在打造廉洁
政府上展现新作为袁切实强化预算管理袁
有效整合专项资金袁持续严控野三公冶经费袁完善政府采购制
度袁管好政府野钱袋子冶袁向群众交出野明白账冶遥

吴冈玉强调袁 要以强烈的责任自觉敢于担当尧 勇于负
责遥各镇区尧各部门尧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袁要真正做到心中
有责任尧肩上有担当袁对县委县政府下达的目标任务袁要第
一时间部署袁从紧从快推进袁确保高标准完成遥在面对困难尧
面对矛盾时袁要做到胸中有胆气袁敢想也敢为袁把难题当课
题袁不断增强野解题冶意识袁不断提升野解题冶能力遥要强化野底
线思维冶袁做到脑中有底线袁在坚持原则性的基础上袁充分运
用好灵活性袁做到突破工作局限袁而不突破原则底线袁大胆
探索尧勇于开拓袁为射阳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遥

会上袁县行政审批局尧农业农村局尧司法局尧住建局尧合
德镇负责人分别围绕 野全面深化机构改革尧提升政府服务
效能冶尧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冶作交流发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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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2日一大早袁合德镇科技创
业园区内的盐城海润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光伏组件项目建设现场一派
繁忙景象袁电焊工尧钢筋工尧泥瓦匠
等按照各自分工忙碌不迭袁挖土机尧
吊装机等机械设备运转不停遥

野近期雨水较多袁我们正抢抓
晴好天气袁上足人力尧打足机台袁按
序时推进项目建设遥 冶项目负责人
张朗星介绍道袁野项目用地面积 50
亩袁计划新建 4幢厂房袁生产楼尧办
公楼尧仓库尧食堂尧宿舍等建筑面积
2.5万平方米遥 目前 1尧2号车间尧仓
库出正负零袁已立柱圈梁遥 冶

该项目总投资 1.8亿元袁 其中
设备投资 5400万元袁将购置行业最
先进数控流水线袁 从事单多晶组
件尧光伏支架尧高低压成套设备零

配件等光伏组件生产遥 项目正式投
产后袁 预计年可生产 70000片太阳
能光伏组件袁年可实现销售 3亿元尧
利税 3000万元遥

野我们将购置串焊机尧组框机尧
裁剪机尧冲床尧数控流水线等设备
300台袁 使用国内领先的流水生产
线袁 多条生产线将采用无缝焊接袁
对产品反复实施严格检验袁确保产
品质量在行业领先袁相信我们的新
能源产品定会有很好的市场遥 冶张
朗星如此描绘项目建成投产后的
蓝图遥

野我们严格落实一对一代办制
度袁明确一个项目尧一套服务班子尧
一名专职代办员尧 一张序时推进
表袁从签约尧筹建尧证照办理尧开工
建设到投产运行全过程跟踪服务袁
为企业提供耶店小二爷式服务袁帮助
企业解决建设生产过程中的难
题遥 冶服务该项目的园区代办员黄
岳飞告诉记者遥

海润新能源

跑出建设“加速度”
本报记者 成杰 通讯员 韩珍梅

本报讯 渊记者 张学法冤4 月 29
日袁2019年 4月野中国好人榜冶揭晓袁视
诚信比命重袁 不辞辛苦挣钱替子还债
的农村老党员潘德江名列野诚实守信冶
类野中国好人冶榜单遥

上世纪 80年代袁中共党员尧时任
新坍镇横港村村主任的潘德江积极带
领全村干群干事创业袁 把一个经济落
后的村发展成闻名苏北的长毛兔养殖
特色村遥 潘德江与妻子戴巧云育有两
儿一女三个孩子袁 这在农村中算是令
人羡慕的组合结构了遥 二儿子潘永胜
从小就长得帅气袁且也很聪明袁本是潘
德江夫妇最满意尧最放心的孩子遥 结婚
后袁永胜在外打工挣钱袁儿媳妇在家带
孩子种地袁小家庭过得幸福美满遥
然而袁天有不测风云遥谁也没有料

到袁2002年袁永胜感到腹部不适袁到医
院检查发现肝上有了问题遥 肝病吃不
得苦袁 家里人自然不让他再外出打工
了袁 家庭收入锐减袁 用药补养还得花
钱袁原先的积蓄很快花光遥潘德江看在
眼里尧急在心上袁不声不响将自己辛辛
苦苦在田间靠一滴汗水砸八瓣挣来的
那点钱贴给了儿子遥即便这样袁病魔也

没改变它的无情袁 永胜的肝病仍从腹
水硬化渐渐发展成肝癌遥

面对儿子所患这一绝症袁 心如刀
绞尧两手空空的潘德江没有轻言放弃袁
为了儿子袁 要强了大半辈的他准备放
下老脸袁为其筹钱治疗遥 村民们得知消
息后袁纷纷主动送钱到他门上袁先后近
20万的款子袁连个借条都不让他打袁他
只得自己建了个小账本袁 害怕时间一
长自己想不起来遗漏了谁家遥

病入膏肓袁有钱进了大医院袁接受
了最好治疗也挽救不了儿子的命遥
2009年的那个夏天袁不舍家人尧感恩乡
情的潘永胜还是带着无奈与遗憾离开
了人世遥 悲痛之余袁潘德江归拢了一下
替儿治疗欠下的外债袁 合计是 21.5万
元遥10年前袁这对于一个贫困农家来说
无疑是个天文数字遥 丈夫去世袁儿子还
小袁还差这么多外债袁不堪重负尧生活
无望的儿媳一咬牙丢下年仅 6岁的儿
子出走异乡遥 从此袁偿还外债尧抚养教
育孙子的重担压在了潘德江夫妇身
上遥

为能尽快偿还乡邻及亲戚的借
款袁潘德江一边起早带晚种好责任田袁

期待多打粮食增加收入曰 另一方面挤
出一切可利用的时间袁 进县城尧 到工
地袁 重活脏活抢着干袁 最大可能地挣
钱遥不想袁2011年老伴戴巧云因患脑溢
血瘫倒袁家中一老一少要人照料袁潘德
江已不能外出打工遥 在家光种那几亩
责任地能有多少经济收入钥 潘德江决
定重操旧业袁在家养鸡尧养猪袁虽说人
比较辛苦袁但毕竟有一定收入遥 后来老
伴去世尧孩子住校读书袁他又重返打工
一线遥

这些年来袁知道他家情况的乡邻尧
亲戚袁从没向潘德江提过还钱的事袁甚
至就有许多人从当初借钱给他时就没
想让他还钱袁可他一直坚持着袁只要手
上稍有积余就会及时将钱送到人家门
上袁 即使有人客气拒收他也不承认袁
说院野欠债还钱袁天经地义遥 冶

邻居们知道袁潘德江这 10年为了
偿还给儿子治病欠下的外债袁 自己过
的是怎样的日子钥 平时袁一个人在家从
不买肉买鱼袁 忙的时候一天三顿都喝
粥袁除了孙子回来才能改善一下伙食遥
周围人舍不得他袁 隔三差五端点烧好
了的肉或鱼给他袁他当时虽接收下来袁

但时隔不久也会通过帮着干活或给些
土特产等办法表达谢意遥10年来袁潘德
江从未给自己添置过一件新衣袁 远在
建湖经济也不宽裕的女儿看着心疼袁
每到春节时给他买套新衣遥

野若不是有镇尧村关心袁仅靠我一
人还这债压力还大呢浴 冶这些年来袁要
强的潘德江从没向组织提过要求袁但
镇尧 村组织也没有忘记这位可敬的老
党员尧老军人袁帮他孙子办理了低保和
免费入学就读手续袁 使孩子读书生活
有了保障遥

潘德江坚持不懈打工挣钱替儿还
债袁好似点亮了一盏野诚信冶的明灯尧树
起了一面野诚信冶的旗帜袁不仅感动着
无数知情的人们袁 也感动了远在他乡
的儿媳妇遥 如今袁 她已回家在县城打
工袁陪伴守候在儿子身旁袁让儿子重又
享有了母爱遥
他视诚信比命重遥 2016年袁潘德江

当选为年度野最美射阳人冶袁2017年二季
度被评为野盐城好人冶袁2017年 12月被
盐城市委尧市政府表彰为野第五届道德
模范冶袁2018年 12月被评为盐城市野最
美诚信人物冶遥

坚守信义 替子还债

七旬老人潘德江当选“中国好人”

本报讯渊记者 王中印冤5 月 7
日下午袁我县在县行政中心二楼东
会议室召开全县大气污染防治工
作推进会遥 县委副书记尧县长吴冈
玉出席会议并讲话遥

在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后袁吴冈
玉指出袁全县上下要深入贯彻落实
省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会议精神袁
认真分析当前我县大气污染防治
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袁进一步提高
站位袁统一思想袁落实举措袁为圆满
完成年度大气污染防治目标任务
奠定坚实基础遥

就做好全县大气污染防治工
作袁吴冈玉要求袁认清形势尧直面问
题袁进一步增强做好大气污染防治
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遥 各镇区尧
相关部门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县当
前大气治理面临的严峻形势和存
在的问题袁牢固树立野环境质量只
能变好袁不能变坏冶的底线思维袁以
强烈的大局意识和担当精神袁全面
落实大气污染防控各项管控措施袁
为圆满完成年度大气污染防治目
标任务奠定坚实基础遥

吴冈玉强调袁突出重点尧标本
兼治袁进一步掯实大气污染防治工
作多项措施遥 各镇区尧相关部门要
坚持以空气质量改善目标为导向袁
坚持应急管控和长效治理并重袁重

抓工业污染项目综合治理尧 县城区
扬尘污染控制尧交通污染综合防治尧
农业面污染整治和秸秆禁烧禁抛以
及餐饮油烟和露天烧烤整治等工
作袁靶向施策袁做到以天保周尧以周
保月尧以月保季尧以季保年袁迅速开
展一场声势浩大的大气污染防治战
役遥

吴冈玉要求袁强化联动尧严格督
查袁 进一步完善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责任体系遥 要强化责任落实袁 进一
步健全网格化环境监督体系袁完善
组织框架尧理顺运行机制袁形成野政
府统一组织实施尧部门各司其职尧社
会广泛参与冶的监管格局曰要提升工
作合力袁牢固树立野一盘棋冶思想袁形
成高效联动尧 严惩重处的执法协同
体系袁集中整改一批尧处理一批尧曝
光一批袁促进环境守法成为常态曰要
加强督查通报袁持续开展野两巡查尧
两交办尧一通报冶袁对各镇区尧相关部
门履职尽责情况定期开展抽查并予
以通报袁直至交办问题整改到位袁坚
决打赢蓝天保卫战这场硬仗袁 推动
我县环境质量大幅度提升袁向县委尧
县政府和全县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
答卷遥

会议通报全县大气污染防治工
作情况并部署下步工作遥县住建局尧
城管局尧合德镇负责人作表态发言遥

吴冈玉在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推进会上要求

凝聚共识 强力推进
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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