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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射阳港经济开发区内
的江苏长风海洋装备制造有限
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海上风电
基础及海洋工程装备的大型民
营企业袁 目前订单已排至 2020
年袁 产值已完成 4亿元尧 税收
3000多万元遥 图为该公司正在
安装自行研发设计的全国最大
的单体双梁可行走门式起重机遥

范媛媛 摄

近年来袁 一项项民生实事工程项目在
鹤乡大地上铺陈开来袁 绘成一幅动人的幸
福画卷院 盐城市跨区域引水工程射阳支线
正式通水袁 百万人民喝上了清澈甘甜的长
江水曰连盐铁路建成并正式通车袁一改我县
无火车通行的历史曰盐射高速加快推进袁射
阳承接南北尧 通江达海的地缘优势将更加
凸显曰 全县人民获得免费向所在地区医院
申请体检袁财政专项拨款为市民付费噎噎

年初以来袁 我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理念袁聚力野两全一高冶战略目标袁致力解决
群众关心的问题袁重点安排社会保障尧教育
事业尧医疗卫生尧文化艺术尧交通运输尧城乡
建设尧水利工程等 7大类 20 个项目袁年度
计划投资 38.1亿元袁坚持不懈改善民生袁稳
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袁 让射阳老百姓生活
更宽裕尧更便利尧更舒适尧更安心尧更有尊
严遥

让民生跟着野民声冶走
野民生实事项目是民心工程尧 民本工

程袁是县委尧县政府向全县百万人民作出的
庄严承诺袁事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遥能否
把实事办好袁真正让老百姓得到实惠袁是对
各相关部门执行力尧行政力的考验遥冶今年 4

月袁 县委主要领导在调研民生实事工程项
目建设时如此强调遥

民有所呼袁政有所应袁令有所出遥 今年
以来袁 我县把民生实事工程建设作为重要
工作来抓袁财政支出向民生倾斜袁持续加大
资金投入袁优化民生领域政府服务袁不断提
升城市功能袁提高市民生活品质遥一项项重
要民生实事工程加快建设袁 一件件民生项
目逐步落实院 具有三级医院标准的新港城
人民医院建设正按序时推进曰 苏北一流的
县养老示范中心和家政服务中心正式运
营曰第三中学尧港城实验小学和幼儿园等建
成使用曰 交通更加快速便捷袁 拉开南北 10
公里尧东西 10 公里城市框架曰新建农村道
路 100 公里尧桥梁 60 座曰实现镇村公交覆
盖率 100%曰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打通野最后
一公里冶袁 建成村级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108
个袁配齐村居文化宣传管理员曰全县野文化
四送冶常态化开展噎噎

民生跟着野民声冶走袁把民生工作做到
百姓心坎上袁 在衣食住行中体现牵挂与关
怀袁在百姓忧乐间收获累累硕果袁已成为射
阳坚持不懈的民生追求遥

巧做改善民生野加减法冶
就业是民生之本尧幸福之源袁也是保障

和改善民生的重要突破口遥
过去的小半年袁 对于兴桥镇西移村村

民蔡宝刚来说袁是崭新的开始遥37岁的他通
过县人社部门推荐袁 成为射阳经济开发区

电子信息产业园一家企业的操作工人遥 野近
两年母亲一直生病袁需要人照顾袁返乡工作
是唯一选择遥 冶蔡宝刚说袁如今袁在家门口工
作挣钱袁还能照顾到母亲袁一举多得遥

一直以来袁 我县把促进群众就业增加
群众收入作为保障民生工作的重中之重袁
积极落实就业扶持政策袁 加大就业培训力
度袁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袁全方位提升就业
援助和服务水平遥年初以来袁我县城镇新增
就业人口 2315 人袁323名就业困难人员再
就业袁青年劳动者技能培训 611人遥

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好野加减法冶袁就是
一方面努力保障就业尧提高群众收入曰另一
方面通过减少群众在教育尧看病尧住房等各
方面的支出遥通过野一加一减冶袁使射阳人民
群众更多更好地共享发展成果遥

近年来袁县委尧县政府高度重视社会保
障工作袁深入推进野一全员四托底冶袁免费健
康体检累计近 58万人袁被央视报道并在全
市推广袁野四个托底冶取得实效袁入选全省首
批优秀法治实事项目曰 全县镇村建设加快
推进袁 实施改善农民群众住房条件三年行
动计划袁拆除农村危旧房 1.4万户袁新建示
范居住点 82个尧房屋 8529套曰改造棚户区
2056户袁低收入农户居住条件明显改善曰养
老尧 医保等五项保险经办服务更加规范便
捷袁被征地农民实现应保尽保遥

为了群众笑脸更野灿烂冶
话及民生袁 恰如一股挟裹着暖流的春

风袁 既细致入微地穿掠过百姓油盐柴米的
生活袁又与民生福祉如影相随遥 近年来袁我
县以城乡环境综合整治为抓手袁 持续开展
野清洁家园尧清洁水源尧清洁田园冶活动袁着
力提升村容村貌尧田容田貌尧路容路貌袁切
实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质量袁 真正让广大群
众实现安居尧康居尧乐居遥

野以前鱼虾绝迹的臭水沟袁如今变成了
休闲垂钓的好去处袁 钓友们的身影遍布了
全县的大小河流袁 他们中有一部分人来自
于周边县市袁 不惜跑上数十里来到这里钓
鱼遥 冶合德镇淮海居委会钓鱼爱好者张先生
开心地说遥

河坡清洁袁绿水清澈袁碧波荡漾曰道路
整洁袁绿树青田袁苍翠欲滴噎噎走进如今的
新农村袁仿佛走进了绚丽多彩的乡村公园袁
这是我县近年来加快推进农村人居环境质
量提升工作取得的硕果遥去年以来袁全县畜
禽粪污无害化利用工作全面展开袁 废弃物
利用率达 90%以上曰持续推进厕所革命袁全
面启动集镇和集中居住点标准卫生间建
设袁完成农村改厕 1.44万座袁新建集镇雨污
管网 17.4公里曰全面落实河长制袁各级河长
常态化巡河袁 以清理网箱养殖为重点的河
湖野三乱冶专项整治初见成效曰疏浚整治农
村河道 1039万方袁 建成生态示范河道 12
条袁新增城乡绿地 325公顷袁创成市级森林
小镇 2个遥

描绘民生“暖心图”
要要要要要县加快推进民生实事工程建设侧记

本报记者 施露

本报讯渊记者 葛静漪冤5月 14日上午袁省农业农村厅
总畜牧兽医师袁日进一行来我县观摩 野全省畜牧业绿色发
展现场推进会冶相关现场点遥 副市长顾云岭尧县委副书记张
鹏程陪同观摩遥

袁日进一行先后来到位于洋马镇的畜禽粪污集中处理
中心和位于海通镇的射阳县鹏飞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中心
实地观摩袁对粪污处理模式工程建设尧设施维护尧运行成本
和效果进行深入了解遥在查看现场并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后袁
袁日进对我县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项目建设所取得的成绩
给予充分肯定遥 他希望我县进一步强化畜牧业绿色发展理
念袁 深刻认识做好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试点工作
的重要性袁不断提高环保意识遥 持续贯彻绿色发展理念袁切

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遥 进一步加快推进畜禽粪污综合利
用和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袁强化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袁建设
保障有力的安全体系遥持续加快转型升级步伐袁促进畜禽养
殖和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遥

据了解袁自 2017年获批全国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推
进试点县以来袁我县采取农牧结合尧全量还田尧异位发酵尧原
位发酵尧堆肥发酵尧沼气工程等模式袁建立政府尧企业尧养殖
场渊户冤三方共赢的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运营长效机制袁先
后高标准新建 14家镇级集中处理中心尧30 家规模养殖场
畜禽粪污处理设施袁 全县新增畜禽粪污处理能力达 120万
吨袁 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和粪污治理率达
100%袁全县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 96%遥

省农业农村厅派员来射观摩
顾云岭张鹏程陪同

本报讯渊通讯员 陈建康冤火红的
五月袁阳光艳照遥 走进海通镇科技工业
园区东拓施工工地袁 运土车辆川流不
息袁 栽植花木的工人正在精心为苗木
培土尧浇水遥 而在志翔服饰尧新阳日发尧
五友棉业等重点企业生产车间里机声
隆隆袁大干当前热浪灼日遥

海通镇充分发挥工业经济在镇域
经济中的主导作用袁重点重抓冲刺野双
过半冶遥 他们压实招商任务袁加快项目
建设袁强化载体功能袁力促时间过半尧
任务过半尧指标超半遥 紧盯成熟项目快
签约袁 组织招商队伍重点跟踪上海自
贸区洋山保税港区合作共建园区尧国
家冷链物流储备基地尧苏州 5G网络设
备等 8个亿元以上项目,确保在 5-6月
份成功签约 4个项目遥 强推签约项目
快开工袁对已经签约的金恒高端纺织尧
谱曼纺织这两个项目按时间节点袁做
好土地指标申报尧水电路设施配套尧图
纸设计等前期工作袁 确保 6 月份开工
建设遥 力促在建项目快竣工袁项目办尧
企发中心尧 人力资源中心等部门组织
人员全天候服务富源利高铁齿轮箱尧
变速箱尧 东城环保新材料等 4 个在建
项目袁确保按序时投产达效遥 重抓载体
快建设袁 在编制提升园区东拓总平面
规划的同时袁加快实施野三纵两横冶路
网绿化尧亮化工程袁盘活老园区闲置厂
房 90%尧闲置土地 150亩以上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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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渊通讯员 陈珍杰 记
者 范媛媛冤初夏时节袁走进海河
镇智能装备产业园袁处处呈现出勃
勃生机遥位于园区内的盐城匡特新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无尘生产车
间里袁身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正在
专心致志地生产一批客户定制的
创新胶带产品遥该公司专门从事新
型功能性粘胶材料的研发和生产袁
产品适用于众多电子电脑尧 手机尧
汽车及新能源行业袁与三星尧联想尧
惠普尧华为等企业具有紧密合作关
系遥 野这是我镇新引进的返乡创业
项目袁希望通过这类高科技企业引
领园区高质量发展遥 冶该镇副镇长
袁涛说遥

海河智能装备产业园一期先
行启动区 500亩袁 其中核心区 110
亩袁重点发展精密模具尧电气制造尧
机械自动化等智能制造机电产业
和高性能特种材料等新材料产业遥
园区内盐城华凯阀业制造有限公
司是一家集设计尧 开发尧 生产尧铸
造尧销售为一体的专业阀门制造企

业遥 野我们公司加工的石化阀门最
大直径达 1.4 米袁80%以上的产品
出口国外遥今年我们将在巩固国外
市场份额的同时袁进一步拓展国内
市场袁 有望实现销售收入 3800 万
元尧利税 250万元遥 冶公司董事长王
汝将介绍道袁目前该公司订单已经
排满全年遥

目前智能装备产业园集聚华
凯阀业尧鸿中阀业等各类机械加工
企业袁新落户海润机电尧坦诚机电尧
铭阳建筑设备尧 胜悦科技等项目曰
集聚友普尧巨源尧盐雕等新材料企
业袁新落户欧瑞达尧匡特等新材料
企业遥

野园区东衔沈海高速尧西临连
盐铁路高铁站袁S233尧S329 两条省
道贯穿全境袁整个园区交通区位日
益突出袁道口优势转变为道口经济
的趋势必将加速遥我们力争用 3至
5 年时间袁 使园区产值突破 15 亿
元袁入库税收突破 1亿元遥 冶袁涛充
满信心地说袁 该镇围绕争创市级
5A级园区目标袁 继续提升完善规
划袁细化招商建设方案袁同步推进
污水处理厂一期提升尧园区绿化亮
化提升等工程袁着力打造高标准现
代化园区遥

海河镇智能装备产业园

目标：市 5A级园区，起步走！

本报讯渊记者 彭岭冤当前袁合
德镇组织全镇党员干部和广大群
众一起投入到创卫复审行动中袁全
力整治县城社区街道尧 后街背巷尧
城乡结合部等重点尧 难点区域袁逐
条逐项落实整改措施袁迅速掀起创
卫复审工作热潮遥

野我们社区自复审工作开展以
来袁每天出动 30余人袁对辖区内杂
草尧白色垃圾尧牛皮癣广告尧沟河塘
等进行清理袁累计清理牛皮癣广告
2000多平方米尧 垃圾 200多车袁努
力将社区打造成和谐尧幸福尧文明
的示范社区遥 冶合德镇条心社区党

总支书记蒯仁茂向记者介绍遥
条心社区居民李阿姨自创卫

复审行动开展以来袁就主动参与到
社区环境保护活动中遥 野作为社区
居民袁我有义务和责任参与到环境
整治中袁让社区环境更整洁尧生活
环境更美好遥 冶说起现在越来越好
的社区环境袁李阿姨一脸的喜悦遥

当前袁合德镇重抓环境整治关
键环节袁针对后街巷环境卫生存在
的突出问题袁动员社区广大干群广
泛参与袁以社区为责任主体袁划分
责任区域袁 包干整治乱贴乱画尧乱
拉乱挂尧乱设广告等现象曰落实环
卫责任区域袁增设环卫设施袁加大
保洁力度袁 做到垃圾日积日清曰重
点梳理辖区责任范围内主要河道袁
加大对河岸垃圾杂物的巡查清理
力度袁确保高标准尧高质量完成环
境综合整治任务遥

合德镇

掀起“创卫”复审工作热潮

野我们与许多国内
外顶尖品牌均有合作袁
这是步步高的授权证
书袁那是施耐德的噎噎冶
5 月 14 日上午袁记者来
到射阳经济开发区电子信息产业园内的晶裕成光电科技
有限公司采访袁 该公司展厅内墙壁上悬挂着各种证书袁展
示台上满布各种型号尧规格的液晶显示模组袁令人眼花缭
乱遥

晶裕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去年 9月底正式投产达效袁
这是一家专业从事液晶显示模组研发尧制造和销售的电子
公司袁 通过引进清洗机尧 消泡机等先进仪器袁 主要生产
0.96要10.1寸 TFT尧OLED液晶显示模组袁 并致力于研发
18:9全面屏尧柔性屏等产品遥

野我们公司的产品广泛应用于高端智能手机尧工业控
制尧医疗仪器尧航天航空尧安防电子等领域袁具有广阔的市
场前景遥 今年袁 预计开票销售能实现 3 个亿袁 实际税收
2000万元左右遥 冶 公司总经理丁惠带领记者参观生产车
间遥透过明亮的窗户袁可以看见车间里工人野全身武装冶袁机
器设备正在运转遥野电子产品对生产车间的环境要求很高袁
部分产品需要在无尘车间进行操作遥 同时袁为保证产品质
量袁我们制定严格的生产制度袁把好生产环节关袁确保不合
格的原料不进厂尧不合格的产品不出厂浴 冶

投产以来袁晶裕成光电不断释放产能袁销售持续向好遥
当前袁该公司拥有 18条全自动模组生产线袁其中 8条已经
开始生产袁产能达到日产 9万片以上遥目前袁该公司正在积
极寻求配套企业进行合作袁开拓市场尧强链补链袁全力打造
行业野旗舰型冶企业遥 谈及企业未来发展前景袁丁惠告诉记
者院野今年 6月份袁我们将会再增加 2条生产线袁下半年的
主攻方向是开拓非洲市场袁 射阳工厂将投入 5000万元用
于购置设备及产品研发遥 冶

全年预计开票销售可达 3亿元尧税收 2000万元要要要

晶裕成光电“长块头更长肌肉”
本报记者 周蓉蓉 通讯员 崔飞龙

为深入贯彻中央和省市县委决策
部署袁大力整治形式主义尧官僚主义袁
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袁 推进机关作风
转变袁提高政务服务效能袁根据县委和
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安排袁 对相关单位
党组织开展形式主义尧 官僚主义暨营
商环境专项巡察遥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
如下院

一尧时间安排
2019年 5月 15日至 25日遥
二尧专项巡察对象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尧住建局尧行

政审批局尧市场监管局尧环保局尧应急
管理局等 6个单位党组织遥

三尧专项巡察内容
重点巡察被巡察单位贯彻落实中

央和省市县委优化营商环境方面有关
文件尧会议精神不力问题袁形式主义尧
官僚主义以及党员干部不担当不作为
问题袁 涉企管理服务乱作为慢作为问
题袁服务企业和群众推诿扯皮尧吃拿卡
要问题袁 破坏营商环境的违纪违法问
题袁涉及金融环境尧法治环境有关影响

和制约营商环境的问题等遥
专项巡察组主要受理反映被巡察

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和关键岗位
党员尧干部问题的来信来电来访袁其他
不属于巡察受理范围的信访问题袁将
按规定由被巡察单位或有关部门认真
处理遥

四尧反映渠道
渊一冤县委第一专项巡察组院负责

巡察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尧 应急管理
局遥

1尧意见箱设置地点院
渊1冤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院县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行政办公楼门口东侧
渊2冤县应急管理局院县应急管理局

大门东侧 15米
2尧举报电话院18361151243渊受理

时间院8:30-18:00冤
3尧 电子邮箱院zgsyxwdyxcz@163.

com
4尧邮政信箱院射阳县委巡察工作

办公室渊县行政中心 831室冤转县委第
一专项巡察组袁邮编院224300

渊二冤县委第二专项巡察组院负责
巡察县住建局尧行政审批局遥

1尧意见箱设置地点院
渊1冤县住建局院县住建局南门口
渊2冤县行政审批局院县行政审批局

东北角门口
2尧举报电话院18361151040渊受理

时间院8:30-18:00冤
3尧 电子邮箱院zgsyxwdwxcz@163.

com
4尧邮政信箱院射阳县委巡察工作

办公室渊县行政中心 831室冤转县委第
二专项巡察组袁邮编院224300

渊三冤县委第三专项巡察组院负责
巡察县市场监管局尧环保局遥

1尧意见箱设置地点院
渊1冤县市场监管局院县市场监管局

大门东侧
渊2冤县环保局院县环保局一楼生态

办门口东侧墙
2尧举报电话院18361151143渊受理

时间院8:30-18:00冤
3尧 电子邮箱院zgsyxwdsxcz@163.

com
4尧邮政信箱院射阳县委巡察工作

办公室渊县行政中心 831室冤转县委第
三专项巡察组袁邮编院224300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实事求是反映
情况袁提出意见和建议袁并对县委专项
巡察组工作人员进行监督渊监督电话院
0515-89290831冤遥

特此公告遥
中共射阳县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

2019年 5月 14日

中共射阳县委巡察公告
（2019年第 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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