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绎2015年 12月 2日，中国农业发展银
行江苏省分行行长丁伟一行来我县调研。

绎2017年 12月 6日，省农业资源开发
局滩涂处副处长王喜林一行来我县验收

2016年度省级农综项目工作。
绎2017年 12月 8日，2017上海射阳

大米新闻发布会在沪举行。中国优农协会副

会长王洪江、上海市青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副局长钟青、中国水稻研究所处长徐青出席

新闻发布会。

绎2018年 12月 5日，市检察院党组书
记、代检察长葛冰一行来我县调研检察工

作。

绎2018年 12月 6日，民生银行盐城分
行行长施菁一行来我县洽谈合作事宜。

渊王中印 整理冤

◆11 月 30 日上午，县四套班子月

度工作例会在县行政中心十二楼会议室

召开。县委书记唐敬主持会议并讲话。他

强调，要强化目标意识、任务意识、紧迫

意识、责任意识，拿出奋发有为、攻坚克

难的精神状态和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

工作干劲，坚决打赢年底攻坚战，为明年

各项工作开局起步打下扎实基础。县委

副书记、县长吴冈玉部署 12月份工作。

◆12 月 2日下午，省委理论学习中

心组举行学习会，邀请国务院江苏安全

生产专项整治督导组组长、应急管理部

党组书记黄明作专题辅导报告。省委书

记娄勤俭主持。我县在行政中心二楼会

议室设立分会场，组织收听收视会议实

况。县委书记唐敬，县委副书记、县长吴

冈玉等县四套班子领导出席。

◆12 月 2日下午，我市召开全市安

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工作部署会，市委

书记戴源讲话，市长曹路宝主持。会议采

取电视电话会议形式，我县在县行政中

心二楼会议室设立分会场，组织收听收

看会议实况。县委书记唐敬，县委副书

记、县长吴冈玉等出席射阳分会场会议。

◆根据中央和省、市委“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部署要求，12 月 3

日上午，县委常委会召开主题教育专题

民主生活会。县委书记唐敬主持会议并

作总结讲话。市委第八指导组组长刘连

才作点评讲话。县委副书记、县长吴冈玉

等出席会议并作交流发言。

◆12 月 4日上午，县委书记唐敬在

调研改善农民群众住房条件工作时强

调，要以百姓的需求为根本出发点，发扬

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坚持高

标准规划、高水平建设，全力推进农房改

造工作，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和幸

福感。

天南地北射阳人

人物简介院
顾建林，射阳四明人，1956年生，1974年 12

月入伍。1978年 6月任“临汾旅”“夜老虎七连”
排长。后在军、师两级政治机关工作，先后任营、
团政工主官 7年，上校军衔。2001年底从大丰市
委常委、人武部政委岗位上转业至盐城市机关事
务局任副局长。

野小秀才冶发挥大作用
顾建林袁生长在干部家庭袁小时候就聪颖好

学袁在学校读书时就是文艺演出队骨干袁经常自
编自演节目遥高中毕业后多半时间被抽调在大队
和公社写材料尧编节目遥 还时不时在报纸杂志上
发表文章遥正是这一特长 1974年 11月被接兵部
队首长看中袁带他到了军营遥 入伍后他继续发挥
自己的特长袁坚持不懈地为连队出黑板报尧写报
道袁宣传连队的好人好事遥 业余时间帮战友学文
化袁替战友写家信袁战友们亲切地称他为连队的
野小秀才冶遥 部队先后送他去团尧师尧军报道组培
训遥 经过专家和野大笔杆子冶们的指点袁他的写作
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袁在部队和地方报刊上发表文
章的数量猛增袁 其中一篇近 3000字的理论文章
被叶解放军报曳刊用袁在师尧团机关引起很大的轰
动遥

野小干事冶聚焦大能量
1978年 6月袁顾建林提干了袁组织上让他到

闻名全军的野夜老虎七连冶担任四排长袁这个连队

在战争年代南征北战袁战功卓著遥 和平时期担任
全训任务袁特别是夜间训练为全军先行遥 三个月
的锻炼和野恶补冶使他军事素质上的短板有了长
足的进步遥 1978年 9月袁他被调进当时六十军政
治部群联处当干事袁具体负责军民共建尧双拥结
对尧军地关系协调等工作遥 他虚心好学袁钻研本
职袁很快进入状态遥八十年代初袁军队和地方产生
不少误解和矛盾袁 许多历史遗留问题亟待解决遥
他认真研究相关政策袁及时沟通部队所在地相关
部门的领导袁协调解决了许多棘手问题遥 部队首
长信任他袁地方领导喜欢他袁遇到军地双方要会
办的一些重要问题袁 大家都会不约而同地说袁把
那个年轻小干事找来商量商量遥由于他工作成绩
突出袁1984年底袁军政治部破格提拔他为副营职
干事遥

野好主官冶凝聚大智慧
1985年部队百万大裁军后袁 顾建林调到盐

城军分区政治部袁担任宣传科干事遥 1990年 8月

到某守备营任党委书记尧政治教导员遥任职期间袁
他团结带领一班人袁狠抓队伍建设袁强化军事训
练袁打造优良作风袁改变基层面貌遥在上级组织的
军事比武尧文艺演出尧篮球比赛尧养猪种菜等竞赛
活动中袁屡屡获奖遥为了培养出更多的优秀人才袁
在他的组织和协调下袁部队和当地资质较好的中
学联合办起文化复习班袁让优秀的战士们一边刻
苦训练袁一边补习文化袁然后参加军校考试遥凡参
加过复习班的战士大多数都考上了军校袁连续几
年该营考上军校的人数在江苏省军区同级单位
都名列前茅袁该营文化复习班被誉为野培养军官
的摇篮冶遥据统计袁从该营出去的干部走上师团领
导岗位有 30人之多遥 1992年袁该营荣立集体三
等功袁他本人也被省军区表彰为野优秀政治教导
员冶袁并提拔为盐城军分区政治部宣传科科长袁晋
升中校军衔遥

保本色展现大作为
在担任四年宣传科长时袁顾建林十分重视国

防后备力量建设中的宣传工作袁创办了叶当代国
防曳杂志袁担任主编遥 1996年 10月顾建林任大丰
市委常委尧大丰市人武部政委袁晋升上校军衔遥在
大丰五年期间袁人武部连续五年被省军区和军分
区评为野人民武装工作先进单位冶遥 2001年底袁顾
建林脱下穿了 27年的军装袁 转业到盐城市机关
事务局任副调研员遥 从正团职主官到非领导职
务袁从干了 20多年政工干部到后勤单位工作袁他
没有怨天尤人遥 刚上班时袁办公室一时调整不过
来袁 他就在几个驾驶员办公室里加了一张桌子袁
开始了他新的征途遥拜领导为师袁向同行请教袁找
部属谈话袁到基层调研袁很快他就对机关后勤工
作的性质尧地位尧职能尧作用有了准确的把握袁并
及时进入了角色遥他利用兼任机关党总支书记的
身份袁给局里党员上党课袁宣传机关后勤工作的
地位作用和做好这项工作的意义遥到地方一年多
时间里袁他先后总结书写盐城机关事务工作经验
体会等十多篇文章遥 他的工作受到国家尧省级机
关事务局肯定袁全国机关事务工作协会还吸纳他
为理事遥 2002年 5月组织上任命他为机关事务
局副局长遥

永葆军人本色
要要要记盐城市机关事业局原副局长顾建林

程新涛

为进一步增强安全生产意识袁维护辖区安全稳定袁我县
紧抓安全生产工作不放松袁通过技术培训尧安全检查尧宣传
引导等方式袁不断造浓安全生产良好氛围袁消除安全隐患袁
遏制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袁确保安全尧稳定尧和谐过 野两
节冶遥 王辅俊 浦林艳 王中印 摄

安
全
生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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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淤安全执法人员深入一线检查生产安全
于安全监管人员向群众普及安全知识
盂县应急管理局邀请专家进行技能培训

本报讯渊记者 范媛媛 彭岭冤12月 6日
上午袁 全县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部署会议
在县党群教育中心召开袁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指示批
示精神袁深刻汲取响水野3窑21冶特别重大爆炸
事故惨痛教训袁 全面落实省市安全生产专项
整治行动会议要求袁 动员全县上下树牢安全
发展理念袁 守住安全生产底线袁 以更高的标
准尧更严的要求尧更大的责任袁扎扎实实推进
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袁 为射阳加快高质量
发展尧 决胜高水平全面小康提供稳定的社会
环境遥 县委书记唐敬讲话袁县委副书记尧县长
吴冈玉作工作部署袁县政协主席邱德兵袁县委
副书记张鹏程尧陈铁军出席遥

唐敬指出袁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袁 按照省市委部署
要求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袁充分认识到开展专
项整治行动是树牢野四个意识冶尧做到野两个维
护冶的政治要求袁是践行初心使命尧维护群众
利益的具体体现袁是践行新发展理念尧推动高
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袁 不断加强安全生产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袁 以最强烈的

政治觉悟推进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袁 推动
全县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遥

唐敬强调袁 全县各层各级必须以铁的手
腕尧铁的决心袁全力以赴袁抓住关键袁统筹兼
顾袁 确保实效遥 要对照专项整治行动计划安
排袁以极端负责的精神和极端认真的态度袁迅
速深入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袁 真正做到横向
到边尧纵向到底袁全覆盖尧无死角遥 要动真碰硬
抓好隐患整改袁坚持安全隐患野零容忍冶袁实行
最严格的安全生产野双重预防冶机制曰严格落
实整改责任袁坚持野谁检查谁就要负责抓整改
落实冶的原则袁对排查出来的风险隐患袁建立
清单台账袁实行销号式尧动态式管理曰以壮士
断腕的决心动真碰硬尧严查重罚袁聚焦重点行
业领域尧重大风险隐患尧重点部位环节袁以最
坚决最有力的举措遏制事故发生遥 要突出重
点强化专项治理袁坚持问题导向袁紧盯重点领
域尧重点行业尧重点企业尧重点环节袁紧盯薄弱
环节和突出问题袁持续加大整治力度袁夯实治
理措施袁扎实组织实施袁确保治理到位遥

唐敬要求袁 全县各层各级要以对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高度负责的精神袁 强化责任

落实袁注重建章立制袁坚决守住安全底线遥
按照野党政同责尧一岗双责尧齐抓共管尧失

职追责冶和野三管三必须冶的要求袁强化党政领
导责任尧属地管理责任尧部门监管责任尧企业
主体责任袁逐层逐级拧紧责任螺丝袁构建从源
头到末端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遥 健全完善保
障机制袁建立安全生产巡查机制袁完善联合执
法机制袁强化责任追究机制袁坚持依法管理尧
精准治理袁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提高安
全监管法治化尧规范化水平遥 切实夯实基层基
础袁全面加强安全监管力量建设袁提升安全监
管信息化水平袁强化企业安全管理能力建设袁
完善安全生产应急救援管理体系袁 积极推进
安全风险网格化管理袁 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
人民防线遥

吴冈玉在作工作部署时要求袁 全县上下
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
工作重要论述尧重要批示指示精神袁充分认清
开展专项整治行动的重要意义袁 将安全生产
专项整治作为践行新发展理念尧 践行初心使
命尧推动我县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袁聚焦薄
弱环节袁紧盯问题短板袁切实做好排查整治各

项工作遥 要紧紧围绕野安全风险防控年冶这根
主线袁坚持聚焦重点尧问题导向尧条块结合尧齐
抓共管尧过程与结果相统一五项原则袁突出综
合整治尧责任落实尧风险防控尧依法治理尧基层
基础五大重点袁 落实建立县级安全生产巡查
工作制度尧 持续开展企业主体责任落实推进
工程尧 建立健全县各行业风险排查动态监控
机制等十五项措施袁 从深度和广度上进一步
排查风险点袁全面落实防控措施袁确保专项整
治工作取得实效遥

会上袁县公安局袁应急管理局袁住建局袁合
德镇袁现代高端纺织产业区尧临海镇主要负责
同志作表态发言遥 会议采取电视电话会议形
式袁各镇区尧各村渊居冤设分会场遥 县四套班子
全体成员袁法检野两长冶曰县安委会成员单位主
要负责人尧分管负责人曰各镇渊区冤党渊工冤委书
记尧镇长渊主任冤袁规上工业企业主要负责人曰
驻射农渊盐尧场冤分管负责人曰县应急管理局尧
消防大队全体工作人员曰危化品单位尧县城区
建筑工地项目和县城重点消防单位主要负责
人参加会议遥

全县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部署会议召开
唐敬讲话 吴冈玉作工作部署 邱德兵张鹏程陈铁军出席

野原先我家住
的是多年前建的小
平房袁 年久失修就
怕阴天下雨遥 而现
在住进了小楼房 袁
既宽敞又亮堂 袁再
也不用担心了刮风
下雨了浴 冶日前袁记
者走进位于洋马镇
贺东村的村民集中

居住点袁 巧遇在自
家院子里采摘蔬菜

的村民施文秀遥
在施文秀的邀

请下袁 记者走进了
这个带给她满满幸

福感的新房子遥 只
见楼上楼下干干净

净袁 室内装潢虽然
简约但却很精致 袁
小到开关设计 袁大
到家具摆放袁 一切
井井有条遥 野住上新
房子袁 感觉日子也
更有盼头了遥 每天
从外面打工回来 袁
虽然很累袁 但一到
家就感觉浑身又有

了使不完的劲儿 遥
我就经常打扫卫
生袁 摆弄花花草草

什么的袁就是想把家里弄得更加整洁一
点遥 冶

站在施文秀家二楼阳台放眼望去袁
前方一排排白墙黛瓦小楼房袁在蓝天白
云的映衬下袁越发漂亮袁一幅美丽乡村
画卷铺展在眼前遥 野你看我们这个集中
居住点袁柏油马路又直又宽袁小楼新房
一排又一排袁路灯尧排水尧监控尧垃圾桶
等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袁 卫生室尧 图书
室尧健身广场等生活配套设施也应有尽
有袁简直就是一个城市小区嘛遥 冶施文
秀高兴得脸庞像花儿一样绽开遥 她向
记者介绍起集中居住点的好处院野现在
晚上没有事情袁就和几个老朋友相约到
广场上跳跳广场舞遥 过年时袁村里还计
划举行耶村晚爷呢袁到时候我要第一个
报名参加遥 哈哈哈噎噎冶

让村民住上好房子袁更要让村民过
上好日子袁该村正加大集中居住点周边
菊花特色产业发展力度袁通过推广野党
支部+产业+电商冶的发展模式袁对村民
开展就业创业培训袁不断增强村民致富
能力遥 施文秀正是其中的受益者院野我
家除了种植菊花外袁还利用农闲时候去
鹤乡菊海产业园区打工遥 在镇村的培
训下袁 我在菊花种养管护方面样样能
干袁 一个月也能挣上几千块钱的工资
呢浴 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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