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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记者
范媛媛冤日前袁射阳
经济开发区召开
2019年度综合考核
工作总结表彰暨作
风建设大会袁进一步营造学赶先进尧争当先进的浓厚
氛围袁全面形成重执行尧重落实尧重成效的工作局面袁
为实现首季野开门红冶和全年目标提供强劲动能遥

该区要求袁野闯冶字当头袁把解放思想作为永恒课
题袁增强思想动力袁在思想观念上先行跨越袁彻底荡
涤头脑和行动中的惰气尧暮气尧小气袁增强干事创业
的锐气尧朝气尧大气袁在新一轮竞争中奋起直追尧后发
赶超遥 野胜冶字为本袁把善作善成作为人生追求袁充满
必成必胜的信念和决心袁 营造增强工作责任心的氛
围袁以责任心提高工作执行力遥 野抢冶字为要袁把聚焦
聚力作为动力引擎袁树牢惜时如金尧时不我待的拼抢
意识袁精神绷紧尧时间抓紧尧落实赶紧袁一着不让尧一
环不缺抓好项目推进遥 野快冶字为先袁把只争朝夕作为
提效之本袁坚持雷厉风行尧立说立行袁快事快办尧急事
急办袁做到工作快上手尧项目快实施尧要素快集聚尧矛
盾快处理尧任务快推进尧目标快完成遥 野精冶字为重袁把
创建一流作为行动自觉袁做到精益求精袁用精心尧重
精细尧求精致尧创精品袁打造园区载体样板袁创塑工程
一流形象遥 野铁冶字为尺袁把务实求真作为执业标准袁
从实处着力袁以求实尧务实尧朴实尧扎实的工作作风袁
科学谋划尧合理决策袁群策群力尧狠抓落实遥 野和冶字为
荣袁把上下同欲作为最高操守袁通过制定清晰的战略
目标袁逐步细化分解袁并制定相应的制度体系完成目
标任务遥 野廉冶字为镜袁把干净干事作为从政底线袁用
强化教育筑牢自律防线袁用约束手段遏制腐败现象袁
用制度和机制规范从政行为袁 用专项治理解决突出
问题袁用公开评议促进干部勤廉袁用监督检查确保廉
政高效遥

射阳经济开发区

为发展提供“硬核”支撑

文明射阳射阳在线 鹤乡射阳 粤孕孕

防控复产野两手抓冶 冲刺首季野开门红冶

本报讯渊记者 周蓉蓉冤3月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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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学习中央尧省市有关会议和讲话精神袁研究讨论相关文件遥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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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县政协主席邱德兵列席
会议遥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 3月 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

会会议和 3月 10日考察湖北疫情防控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
神遥
会议指出袁尽管目前疫情防控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袁但仍

然要清醒认识到疫情防控的形势依然严峻袁疫情反弹的风险不
容忽视遥全县各层各级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袁 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市县委各项决策部
署袁牢固树立野抗疫情是硬任务袁抓发展是硬道理冶的理念袁抓紧
抓细抓实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遥
会议要求袁要坚持慎终如始袁抓实抓好疫情防控遥切实克服

厌战情绪尧侥幸心理和松懈心态袁主动抬高政治站位袁切实将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当前疫情形
势的科学判断上来袁时刻紧绷疫情防控这根弦不放松袁严格落
实分区分级精准防控要求袁继续抓住野外防输入冶这一关键袁紧
盯返工返程返校特别是境外来射等重点人员袁全面加强对火车
站尧高速道口尧商区社区厂区等重点部位袁以及医院诊所尧养老
院等特殊场所的社会面管控袁坚决守牢个人防护尧医疗救治尧疫
情流调尧防集聚暴发野四条底线冶遥
会议强调袁要强化统筹兼顾袁有效对冲疫情影响遥全县各层

各级要在全力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袁迅速把工作重心调整到经
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上来袁锚定年初各项目标任务袁有力有序
恢复经济社会正常秩序袁确保实现首季野开门红冶袁为高质量完
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奠定坚实基础遥 要强抓经济运行袁认真做
好工业运行调度和企业要素保障服务袁 推动复产企业尽快达
产袁稳住工业发展稳定向好基本盘遥 要强推项目建设袁对市县
野两重冶项目和在建工程袁实行一套工作专班尧一张实施进度表尧
一份安全责任书推进机制袁倒排工期尧挂图作战袁加快项目建设
步伐遥 要强势组织招商袁扎实开展野月月比尧季季赛冶活动袁县处

级领导干部要带领挂钩镇区和部门外出招商袁县级专职招商队
伍要全部出征驻点招商袁主动承接上海尧苏南等地产业转移袁加
快突破一批建链补链强链项目袁努力在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中交出合格答卷遥
会议要求袁要保持战斗状态袁力夺大战大考胜利遥全县各级

党员干部要大力弘扬敢于斗争尧敢于胜利的精神袁继续保持不
怕困难尧连续作战的作风袁坚决抓好疫情防控不放松袁统筹推进
经济发展不动摇袁紧盯薄弱环节袁及时调整思路袁创新方式方
法袁不务虚功尧不搞花架子袁努力在大战大考中展现担当作为尧
交上满意答卷遥要加大明察暗访力度袁从严查处形式主义尧官僚
主义等突出问题袁为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提供
坚强纪律保障遥
会议还传达学习全省学习贯彻落实两个叶纲要曳会议精神尧

全省扶贫开发会议精神袁全市组织部长会议尧全市宣传部长会
议精神遥 会议研究讨论叶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
见曳叶射阳县党政机关办公用房管理办法曳和叶关于抓好野三农冶
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高水平全面小康的意见曳等文件遥

唐敬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扩大）会议

传达学习有关会议和讲话精神 研究讨论相关文件
吴冈玉张鹏程陈铁军出席 季晓春邱德兵列席

本报讯渊记者 葛
静漪冤3 月 17 日上午袁
市政府召开全体人员
会议暨营商环境优化
提升动员会议袁会议以
视频会议形式召开遥 我
县在县行政中心二楼
会议室设立分会场组
织收听收看袁县委副书
记尧县长吴冈玉出席射
阳分会场会议遥

会议指出袁营商环
境是城市竞争力的重
要体现遥 各地各部门要
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袁认
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优化营商环
境工作的一系列重要
论述精神袁坚持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两
手抓袁 对标最高标准尧
最好水平袁把优化营商
环境作为区域发展和
城市转型的战略支撑袁
以野两个维护冶的政治
自觉坚定正确方向袁以
更加宏观的战略思维
引领思想持续解放袁以
靶向发力的精准施策
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袁
以全面辩证的系统理
念提升经济治理能力袁
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
境遥

会议强调袁市场环
境是企业发展的土壤袁
必须以公平公正为导
向袁 坚定不移扩大开
放袁统筹做好保障企业
合法权益尧扶持民营经济发展尧加强信用体系建设尧
稳定外商信心等工作袁保证市场主体共享资源要素遥
政务环境是行政事务的总和袁 必须保持刀刃向内的
韧劲袁更大力度简政放权袁切实提高监管效能袁主动
提供贴心及时服务袁推动政务服务便捷高效遥政策环
境是经济运行的杠杆袁必须准确分析形势变化袁科学
把握节奏和力度袁通过巩固拓展减税降费成果尧激活
畅通金融活水尧降低企业交易成本等手段袁精准提高
核心竞争力遥创新环境是区域比拼的内核袁必须持续
推进解放思想袁提升科技创新策源功能袁系统抓好人
才培养尧企业创新尧平台建设尧元素集聚等事项袁真正
用创新激发经济发展活力遥 人文环境是包容发展的
基础袁必须增强城市治理能力袁加快推进功能配套袁
强化智慧城市建设袁培育更多新时代野盐商冶袁建设安
全可靠韧性城市袁让城市更加宜居宜业宜人遥

会议要求袁各地各部门要坚持野一盘棋冶思想袁以
野营商环境优化提升年冶活动为抓手袁大力开展亲商
重商尧公平诚信尧审批提效尧作风整治专项行动袁完善
工作机制袁狠抓政策落实袁加强法治保障袁弘扬务实
作风袁营造良好氛围袁共同推动营商环境建设不断取
得新成效遥

会议印发市委尧市政府叶关于进一步优化全市营
商环境的实施意见曳袁亭湖区尧盐南高新区和市有关
部门作交流发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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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渊记者 葛静漪冤3 月 18 日上午袁省交通运输厅建管
处调研员陈浩率队来我县调研疫情防控及交通重点工程复工
开工情况遥 县委副书记张鹏程陪同遥

野复工情况怎么样钥 冶野采取了哪些防控措施钥 冶野目前施工进
度如何钥 冶在盐射高速二标段运棉河大桥项目施工现场袁陈浩一
边察看一边询问袁详细了解当前疫情防控和工程复工情况遥

在认真听取相关工作情况汇报后袁陈浩指出袁盐射高速是
射阳对外联系的重要通道袁对完善射阳港区集疏运体系袁促进
沿线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积极意义遥 就进一步做好项目推进
相关工作袁陈浩强调袁各部门单位要按照中央和省尧市部署要
求袁一手抓疫情防控尧一手抓工程建设袁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
下推进项目施工遥 项目施工方要紧扣项目建设时间节点袁精准
有效落实各项防控措施袁细化优化工程组织方案袁坚决守住疫
情防控和安全生产两条底线袁抢时间尧抓进度袁持续抓好健康监
测和日常管理袁有序推动项目全面复工袁实现安全有序施工遥 各
相关部门单位要严格标准尧规范流程尧明确责任袁严密排查化解
安全隐患袁确保人员健康尧施工安全袁全力打造精品工程袁确保
项目早日建成通车遥

盐射高速是经省政府批准实施的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袁也是全省第一条由地方主导建设的高速公路袁东联新港
城袁西接沈海高速袁全长 22.5公里袁拟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
标准建设袁设计速度 120km/h袁预计 2021 年底建成通车袁届时将
与盐城高速高铁网无缝对接袁对我县全面融入上海 1.5 小时尧南
京 2小时尧北京 3小时经济圈具有重要战略意义遥

省交通运输厅派员来射调研
张鹏程陪同

本报讯渊记者 王明月冤3 月 18 日下午袁县人大常委会主
任季晓春带队视察全县道路交通安全整治工作遥

座谈会上袁在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后袁季晓春要求袁相关部门
要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安全放在首位袁 进一步研判交通安全形
势袁剖析交通事故成因袁探讨压降事故措施袁完善交通基础设施
建设袁有效控减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袁确保交通畅通尧有序尧
安全遥要明确工作责任袁立足长效管理袁完善交通安全执法管理
机制袁加大行人尧电动车骑行人文明出行尧安全出行的教育力度
和机动车超速超载等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袁有效增强人民群众
的交通安全意识和规则意识遥 要加快已定项目的实施进度袁加
紧排出全年应做工作袁节点化推进整治措施落实袁并开展专项
视察尧召集专题会办尧听取整治情况袁力促各项整治措施落实到
位袁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遥

会前袁季晓春一行到 329省道与发鸿街交叉路口尧329省道
晓红太阳能公司路口尧耦四线临河路段尧耦四线与四陈线交叉
路口尧青少年素质教育基地尧233 省道海河镇海川线交叉路口尧
双山路与开放大道交叉路口等地现场视察遥

县领导视察道路交通安全整治工作
季晓春带队

农历庚子年袁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打破
了许多人早就安排好的假日行程遥 然而袁疫情就是命
令袁防控就是责任遥 从大年三十至今的五十多天里袁县
市场监督管理局药品器械监管科科长胡兵无数次舍
弃与家人相聚的时光袁奔赴抗击疫情尧保障民需野一
线冶袁用实际行动践行一名市场监管人的初心使命遥

野大年三十袁他的妻子还在医院值班袁儿子在回程
的动车上遥 在接到单位电话后袁胡科长立刻赶到东苑
菜场袁坚守准入关口袁维护交易秩序袁严禁活禽宰杀交
易袁帮助场内进行消毒保洁袁一直忙到晚上才回家浴 冶
在同事眼中袁胡兵是值得学习的榜样遥 当疫情刚刚发
生时袁全县防疫物品面临短缺的困境遥 胡兵从正月初
一上午就开始联系外地生产厂家袁初三下午就将协调
到的口罩及时发到一线监管人员手中遥 被抽到县疫情
防控物资保障组后袁胡兵肩负起全县的防控物资质量
保障工作袁多次到安徽尧苏州尧盐城尧阜宁等地随同采
购防控物资遥 无数次袁困了就在车上眯一会儿袁饿了就
啃泡面充饥遥 在他的努力下袁防控物资短缺的问题很
快得以解决遥

野您要举报县城 X药店销售假口罩钥好的浴我们立
刻去核实情况浴 冶野您原本是生产服饰的企业袁现在想
转向生产防护产品袁麻烦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浴 冶噎噎疫
情防控期间袁虽然防疫物资供应难题得以解决袁但口
罩等防护用品的质量监管仍是重中之重遥 作为药品尧
医疗器械监管责任科室的负责人袁胡兵每天都要接到

无数个类似的电话遥 面对对方的来电袁他不厌其烦地
讲解疫情防控期间的政策尧办理程序等遥 每次接到举
报袁他立即安排奔赴现场袁进行检查核实尧制止查处袁
有时候袁甚至来不及吃饭尧顾不上休息遥 从退热止咳药
的登记销售到停止销售退热止咳药袁又到疫情防控日
常监管袁哪里存在隐患袁他就冲向那里遥

为做好防护用品质量监管袁胡兵带领三个药械市
场巡查组对城区内药械经营企业展开全面摸排袁严禁
囤积药械尧虚假宣传尧哄抬物价等行为遥 防疫至今袁共
接到关于口罩价格尧 假冒防护产品等各类举报近 200
次袁已检查药械经营使用单位近 500 家袁对 6 家未明
码标价的单位进行了现场处罚袁并向公安等部门移送
10条关于价格虚高和假冒口罩的案件线索袁有效打击
了违法行为袁维护了疫情期间药械经营秩序遥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疫情阻击战中袁胡兵没有豪言
壮语袁只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彰显一名共产党员冲锋
在前尧迎难而上尧甘于奉献的使命担当遥

在“疫”线践行初心使命
要要要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药品器械监管科科长胡兵

本报记者 周蓉蓉

位于合德镇的盐城华源管架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弹簧支吊架尧支座尧连接件等产品生产和销售的企业袁
生产的恒力弹簧尧冶金管道支架等产品远销越南尧伊拉克尧巴基斯坦等多个国家和地区遥 复工以来袁该公司开足马
力袁分秒必争袁全力冲刺首季野开门红冶遥 图为工作人员正在加紧生产遥 彭岭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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