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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20日上午袁 建设中的盐射高速一标段项目现
场袁机声隆隆袁数台运料车尧循环钻机往来穿梭进行桥面
钻探作业袁工地上一派繁忙遥

野疫情确实对项目的桥梁钻孔尧下部结构尧上部预制
砼等分项工程进展造成了一定影响遥 冶中铁 19局项目部
副总工王加军告诉记者袁目前已经返岗的项目办人员及
施工人员有 273人袁月底将会达到 300人遥 其中一标段
的公司总部在湖北袁施工队伍外省人员较多袁受疫情影
响较大遥 野针对施工班组人手不足情况袁我们积极统筹袁
科学谋划袁合理安排工序衔接袁改耶流水作业爷为耶平行作
业爷袁 形成多个作业面尧 多个工序同时推进的饱和性施
工袁力争把耽搁的时间耶抢爷回来遥 冶
截至目前袁项目部今年已经完成投资额 3937万元袁

占一季度总计划投资额的 45%袁占全年计划的 6.2%遥 十
字共振施工全部完成袁预制管桩施工完成 43.8%袁桥梁钻
孔桩完成 38%袁 涵洞完成 18%袁 路基土方填筑完成
10.4%袁下部结构完成 2%遥

野高速推进项目建设的同时袁我们严把质量关遥 冶王
加军介绍说袁复工一个月来袁盐射高速项目部从重点标
段和关键节点入手袁紧紧把握住路面标段的疫情防控措
施尧工人返岗数量和复工复产情况袁多次组织对全线安
全隐患进行大排查袁重点检查人工挖孔桩尧路基建设等
关键节点袁同时做好原材料备料工作袁有力有序推动工
程高速建设遥
盐射高速总长 22.5公里袁总投资 24.5亿元遥 是江苏

省高速史上第一条以县为主建设的高速公路袁是省政府
高速公路投资体制改革的试点项目袁也是江苏沿海综合
运输通道重要的辐射道路袁对完善江苏省沿海地区的高
速公路网袁加强射阳与江苏内陆地区间的联系袁提高区
域高速公路服务范围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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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项目从立项到
开工建设仅用了 8个月时间袁预计 2021年底通车遥 这条
路通车后袁将与盐城高速高铁网无缝对接袁全面融入上
海 1.5小时尧南京 2小时尧北京 3小时经济圈遥

“把耽搁的时间抢回来”
本报记者 彭岭 通讯员 王克成

天南地北射阳人

王海军简介院
王海军，律师，射阳港经济开发区人，

毕业于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曾在中国人
民解放军海军某部服役多年，现任北京市
盈科（盐城）律师事务所党支部书记、刑事
法律事务部主任、江苏师范大学法学院兼
职教授。二十余年军旅和执业经历，锻就了
王海军低调务实、坚毅果敢、至忠至诚的工
作风格，先后获得多项职业荣誉表彰。

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在国内是行业
内规模较大的律所，连续六年蝉联亚洲法
律杂志评选的亚洲规模最大律师事务所，
也是联合国南南合作全球智库五大创始机
构之一。北京市盈科（盐城）律师事务所是
盈科律师事务所在中国大陆成立的第 61
家分所。

1939年的普通中国人不会想到自己已
然处于世界大战之中袁2008 年初的普通美
国人同样不会认为金融危机已经发生袁历
史的脉络只有在回望时才能清晰而完整袁
湮没在历史巨浪中的个体往往只能随波逐
流遥 所以袁人们大多认为院盈亏有数袁世事无
常遥 在部队摸爬滚打的漫长岁月中袁我又何
曾想过有一天会脱下海军服尧穿上律师袍袁
成为宏大法治事业中的一员遥

然而袁 那些散落在历史长河中的哲思
真知袁 同样在默默无声地告诉我们袁 想象

力尧判断力尧洞察力能够帮助我们窥探未来
的模样袁例如古希腊的圆锥曲线理论袁一千
八百年后由天文学家开普勒应用于行星轨
道理论遥 历史在冥冥之中告诉有心人院重山
登到高峰后袁万里舆图顾盼间遥 也正是因为
对未来的提前预判袁我才能够顺利完成角色
和职业的转换遥 回首自己的律师之路袁平心
而论袁现在可以坦然说一句院万里舆图尚未
见袁叠彩峰岭已初现遥

从 2011年取得律师资格以来袁 我办理
逾千件诉讼及非诉案件袁无一人投诉遥当然袁
走得再远袁也不能忘了来时的路遥巧合的是袁
从军队到法律界袁转换之中袁有不同袁也有相
同遥 不同的是袁军是武袁法是文袁军队有刀光
剑影袁法律有唇枪舌剑袁军人要求对首长绝
对服从袁法律人要求对当事人绝对忠诚遥 这
何尝不是人生韵律的重复与变奏遥

加入盈科律师平台后袁自己的视野愈加
宽广袁对法律的思考也愈加深入袁尤其是面
对当下的互联网发展浪潮袁我一直在尝试理
清法律人的未来遥 互联网由人类创造袁同时
也改变了人类社会自身遥 高速奔跑的互联

网袁究竟是带领世界走向赛博朋克式的冷硬
晦暗袁还是步入温暖明媚的新世界袁值得我
们深思袁当然袁答案或许就在我们自己的选
择中遥 对于法律人而言袁同样如此遥

我们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尝试袁最终认识
到法治是人类社会如何治理 野最不坏的选
择冶遥 那么袁在互联网时代袁这种信念能否依
然经受住考验钥 法律思维所兼具的逻辑性尧
实证性尧辩证性能否与互联网思维所兼容袁
形式推理尧价值判断尧利益衡量等法律方法
会不会在大数据尧机器学习尧人工智能面前
黯然失色钥 法律人所引以为傲尧赖以为生的
业务活动袁是否又会因为互联网的冲击而产
生颠覆性的变化钥

在一次又一次的头脑风暴过后袁 我相
信院法律的实践理性底色和信息技术的纯粹
理性特征袁决定了法律人能够与互联网达成
理性基础上的交流遥 互联网永远不会是历
史的终结者袁同时袁法学尧法律和法治袁在互
联网时代唯有继续与时俱进袁 方可继续立
于不败之地遥

以此为思考原点袁我认为院由于法律条

文自身无可避免的时代滞后性尧文义局限性
和适用机械性袁使得对于互联网法律应用的
研究袁应当坚持案例为主遥 案例是真实而鲜
活的法律实践袁 通过对案例的抽丝剥茧袁能
够从最细微处发现互联网行业尧产业和企业
与司法实践尧法律演变的相互影响袁也能够
管中窥豹般地探寻法律业务的发展前沿遥
基于此袁我们创立了野互联网法律应用冶的公
众号袁坚持案例分析的办号思路袁努力呈现
给大家略显稚嫩但定会日臻完善的内容与
体验遥

回头看看我走过的道路袁 历历在目袁感
触颇深遥世上的事袁有时真的就是这么简单袁
影响你命运的决定往往形成于冲动时的一
念之间遥 开弓没有回头箭袁既然选择了律师
行业袁就要无怨无悔地走下去袁用自己的双
手开创出一片真正属于自己的自由天空遥
担任律师以来袁我从没为自己的选择有过一
丝的后悔袁人生的路有很多袁只有走过之后袁
才会知道到底哪条更适合你遥我或许就是最
适合做律师的一个遥我也希望自己能够记住
过往袁不惧将来袁从容走过所有的艰难和曲
折袁迎接自己的光辉未来遥

我的律师之路
王海军

本报讯 渊记者 戴岱冤3月
20 日上午袁 县委书记唐敬在县
行政中心会见中国电信盐城分
公司总经理钱进一行袁 双方就
5G 投资建设尧云业务尧大数据物
联网应用等相关合作事宜进行
了座谈交流遥

唐敬在讲话中说袁 近年来袁
我县高度重视信息化建设袁大力
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
工程袁 数字经济得到快速发展遥
中国电信盐城分公司作为央企袁
在网络尧技术尧资源开发运用等
方面具有较强优势和影响力袁与
我县在信息化应用尧智慧城市管
理等领域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遥
他希望袁中国电信盐城分公司要
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袁继续加大在
我县的投资力度袁不断拓宽服务
范围袁在更高层次尧更大范围参
与我县信息化建设袁提供优质高
效的信息化服务袁让人民群众的
生活更方便尧更智能尧更快捷遥我
县将继续为电信的加快发展创
造良好环境袁同时紧跟信息化发
展潮流袁 进一步深化双方在 5G
投资建设尧云业务尧大数据物联
网应用等新领域的合作袁做特做
强做优射阳电信品牌遥

钱进简要介绍了中国电信
盐城分公司的基本情况袁并对我
县给予公司的支持表示感谢遥他
表示袁中国电信盐城分公司将持
续加大在我县信息基础设施建
设投入力度袁推动我县信息化建
设和大数据发展袁 并强化与教
育尧医疗尧旅游尧城市管理等方面
的深度合作袁更好地服务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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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记者
戴岱冤3 月 20 日上
午袁 我县在县行政
中心 12 楼会议室
召开会议袁 专题听
取黄沙港特色渔港
小镇规划编制情况
汇报遥 县委书记唐
敬主持会议并讲
话遥他强调袁要更加
精准把握建设方
向袁 迅速抓好规划
落地尧 推进业态建
设尧形成整体合力袁
确保将特色渔港小
镇打造成精品工
程尧地标工程遥县委
副书记尧 县长吴冈
玉袁 县委副书记张
鹏程等出席会议遥

在听取特色渔
港小镇设计单位和
各相关条线情况汇
报后袁唐敬指出袁迅
速抓好规划落地遥
规划是基础性尧先
导性工作袁 决定着
项目的实施规模和
标准水平遥 黄沙港
镇要会同设计单
位袁 对照曹路宝市
长来黄沙港调研时
提出的有关要求袁
逐条逐项对特色渔
港小镇总体规划进
行回头看袁 确保不
折不扣落实到位曰
要从紧从快推进特
色渔港小镇的详细
规划尧 相关单体的
深度设计等专项规
划的编制工作袁坚
持高品位尧高水平袁
既要融入地方元
素袁 又要彰显渔港
特色袁 更要体现国
际化尧 旅游型小镇
的发展定位遥

唐敬要求袁迅
速推进业态建设遥
相关镇区和单位要
强化时间意识尧任
务意识和效能意
识袁 坚持在规划中
建设尧 在建设中规
划袁 重点围绕特色
产业培育尧 交易市
场盘活尧 集镇环境
整治尧 街道立面改
造尧风情广场建设以及违章违建拆除等工作袁争分夺
秒抓进度尧抓形象曰县级工作专班要统筹协调特色渔
港小镇规划建设袁对涉及的各项工作按照项目化尧节
点化尧责任化要求袁逐一细化明确袁实行挂图作战袁确
保高质高效推进到位遥

唐敬强调袁迅速形成整体合力遥黄沙港镇要扛起
属地主体责任袁 党政主要负责人对特色渔港小镇重
要工作亲自部署尧重大问题亲自过问尧重要环节亲自
协调尧重要事项亲自督办曰各相关部门要立足自身职
能袁强化沟通协调尧积极主动作为袁特别是要抓住疫
情过后中央将扩大各领域投资以及野十四五冶规划编
制的契机袁加大项目策划包装力度袁加强与上级对口
部门的衔接袁争取有更多的项目列入上级规划盘子袁
合力推动特色渔港小镇各项工作落实落细落地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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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20日下午袁我县在人才公寓举行仪式袁热
烈欢迎援鄂医疗队队员回家遥2月 20日上午袁15名
白衣天使出征湖北袁与病毒和死神较量袁全力赢下
每一场无差别野格斗冶噎噎现在袁白衣天使归来袁暂
时卸下野盔甲冶袁休整身心袁隔离期满后袁再以饱满的
精神状态回到工作岗位袁为我县全力夺取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再立新功遥

彭岭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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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记者 戴岱 彭岭冤3月 20日下午袁我县参加
第八批江苏援湖北医疗队的 15名医务人员袁在圆满完成各
项医疗救治任务后平安回射遥 县委书记唐敬出席欢迎仪式
并讲话袁县委副书记尧县长吴冈玉袁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季晓
春袁县政协主席邱德兵参加仪式遥

下午 17时 35分袁我县 员缘名援鄂医务人员乘坐大巴在
4辆野射阳铁骑冶和一辆警车的引导下回到射阳遥唐敬代表县
委尧县政府和全县百万人民对此次援助湖北的 15名医务人
员的平安归来表示欢迎遥 他满怀深情地说院野援助湖北的各

位队员袁2月 20日你们逆向而行尧出征武汉袁家乡百万人民
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你们的安危冷暖袁 也无时无刻不在盼
望着你们早日归来遥 整整一个月时间袁你们与时间赛跑尧与
病魔斗争袁用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袁出色圆满地完成了任
务遥今天袁你们一个不少尧平平安安地回来了浴我代表射阳百
万人民感谢你们袁为你们而自豪袁你们是射阳的英雄袁百万
人民为你们点赞遥 冶

唐敬希望队员们回来之后要休息好尧休整好尧休养好袁
利用这段时间调整自己尧放松身心袁以更加饱满的姿态投入

到今后的工作中遥 同时袁他要求各相关部门全力保障好队员
们隔离观察期间的后勤保障袁全力做好服务协调袁落实落细
落地各项政策措施袁确保队员们安心隔离尧生活无忧遥

仪式上袁医务人员的亲友代表们也来到现场袁保持安全
距离与大家挥手致意尧遥相祝福遥 唐敬向他们表示感谢袁他
说袁 正是有他们的默默支持袁 才成就了英雄们的付出与贡
献袁展示了射阳的形象和力量袁值得全县人民尊敬和学习遥

据了解袁15名医务人员将在指定地点接受 14天的集中
医学隔离遥

我县 15名援鄂“白衣战士”平安回射
唐敬出席欢迎仪式并讲话 吴冈玉季晓春邱德兵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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