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绎2015年 7月 24日，国家农
业部渔业渔政管理局专家验收组对

我县黄沙港中心渔港项目进行最终

验收，并通过竣工验收。

绎2016年 7月 22日，江苏省
发改委作出苏发改设施发〔2016〕
821号文件，批复射阳通用机场工程
可行性研究报告，这是我省首个“十

三五”获批的仪表导航通用机场。

绎2016年 7月 26日，无偿投
入近 20万元全力抗灾救援，盐城市
安顺起重安装有限公司董事长李进

勇当选 6月份“江苏好人”。
绎2017年 7月 25日，中国交

通企业管理协会在北京召开交通运

输企业节能减排表彰会。会上，江苏

河海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荣获全国交

通运输节能减排示范企业，全省内河

水运企业获此殊荣的仅此一家。

绎2019年 7月 25日，全市畜
禽水产养殖污染防治与废弃物资源

化利用工作现场推进会在我县召开。

副市长蒋巍出席会议并讲话。副市长

顾云岭主持会议。

绎2019年 7月 25日，辽宁省
阜新市太平区区长孙鸥一行来我县

考察交流。

（王中印 整理）

◆7月 18日，全县项目观摩

暨“月月比、季季赛”活动三季度

推进大会在县党群教育中心召

开。县委书记唐敬出席会议并讲

话，他强调，要始终保持大抓项
目、抓大项目的韧劲，一步一个脚

印推动项目建设取得实实在在的

成效，以项目突破的“确定性”对

冲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为完

成全年目标任务奠定坚实基础。

◆7月 21日上午，省委组织

部组织一处副处长黄煦一行来我

县调研“党费暖基层”党群服务中

心建设情况。县委书记唐敬介绍

相关情况。

◆7月 21日上午，县委书记

唐敬率队调研重点工程建设情况

时强调，各相关条线要始终坚持

规划引领，聚集资源要素，树立精

品意识，在确保施工安全的前提

下，保质保量推进工程建设。

◆7月 22日上午，全市防汛

工作视频调度紧急会议召开。我

县在县水利局十一楼会议室设立

分会场组织收看。县委书记唐敬

出席射阳分会场会议。

◆7月 22日下午，县委书记

唐敬率队检查防汛、生猪保供工

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工作的重

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省市

部署要求，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强化安全保障，兜

牢民生底线，确保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本报讯渊记者 范媛媛 吴贵民冤按照市委尧市政府部署要
求袁从 6月份起到 11月份袁在全市范围内统一开展野百团进百万
企业冶活动遥7月 24日上午袁市委常委尧宣传部部长吴晓丹来我县
开展安全生产宣讲遥吴晓丹强调袁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安全生产系列重要论述袁始终坚持野人民至上尧生命至上冶的
理念袁强化红线意识尧守牢安全底线袁落实安全责任尧深化专项整
治袁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袁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良好
的安全环境遥 县委书记唐敬主持会议遥

吴晓丹先后来到承德苏垦银河连杆股份有限公司尧 江苏光
明银宝乳业工厂袁实地察看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情况遥吴
晓丹指出袁 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是提升安全本质水平的
关键遥 两家企业发展劲头足尧干部职工精神状态饱满袁安全生产
落实情况总体较好袁一些经验值得总结和推广遥希望企业要严格
落实安全生产制度袁 规范生产工艺流程袁 加大员工安全生产培
训袁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保障安全生产袁从源头上防范和遏制各类
事故发生袁推动企业持续稳健发展遥 同时袁吴晓丹对我县安全生
产工作给予充分肯定遥她说袁近年来袁射阳县委尧县政府坚决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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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
生产体制机制不断创新袁全县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可控遥

随后袁吴晓丹从野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
的重要论述袁坚决执行省市安全生产工作具体部署袁全面夯实安
全生产关键责任冶三个方面作安全生产专题宣讲遥

吴晓丹指出袁党的十八大以来袁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
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袁对安全生产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袁作出
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袁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尧新观点尧新论断遥
她从强化红线意识尧树立安全发展理念袁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尧完
善安全监管体制袁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尧加强安全防范袁加强应急

救援工作尧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等四个方面袁党中
央尧 国务院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大部署进行深入阐释遥 她强
调袁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思想深邃袁 内容丰
富袁系统回答了如何认识安全生产袁如何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等重
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袁是安全生产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袁是推动工
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袁 必须坚决贯彻到安全生产各项工作
中袁一以贯之抓好落实遥

吴晓丹要求袁 全市各地各部门要始终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作为重大政治任务袁 认真贯彻
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袁 以防范遏制
重特大事故为重点袁压实安全责任袁强化标本兼治袁实施综合治
理袁筑牢安全防线遥要在思想认识上袁进行深刻的反思曰在目标任
务上袁作出明确的部署曰在压实责任上袁采取有力的措施曰在专项
整治上袁开展系统的治理曰在能力建设上袁给予有效的保障遥

吴晓丹强调袁 安全生产工作和安全生产专项整治最终的成
效要靠各地区尧各部门单位和广大企业共同来落实遥要进一步压
实党政领导责任袁树牢安全发展理念袁真正按新发展理念办事袁
带领大家共同走安全发展的路子曰始终坚持问题导向袁统筹推进
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尧问题整改尧宣传教育等各项任务袁确保整改
到位尧举一反三曰切实增强法治意识袁自觉学法知法尧懂法用法袁
推动全县各层各级安全生产意识大幅提升尧工作体系更加完善尧
问题整改扎实有力尧治理能力显著增强遥要进一步压实部门监管
责任袁突出重点行业袁加大监管力度袁提升监督质效袁严格压实责
任袁不断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遥文旅行业相关主管部门要
以高度政治责任感袁 推动文化旅游行业发展与安全生产工作两
手抓尧两手硬遥要进一步压实企业主体责任袁严格按照要求袁将安
全生产主体责任重点事项清单 20条落实到企业每一个人尧每一

个环节遥 企业责任人要突出抓好依法生产经营尧 机构和人员配
备尧安全生产经费投入尧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等重点袁全员安全
生产要突出抓好教育培训尧考核奖惩等方面曰生产经营突出抓好
基础管理环节渊落实安全生产野三同时冶制度尧加强职工安全防护
管理尧加强外包等业务安全管理尧加强复工复产安全管理尧提升
智能制造水平等责任冤尧日常防控环节渊落实加强安全风险辨识
管控尧加强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尧加强各类危险源安全管理尧加强
危险作业安全管理责任冤尧应急处置环节渊强化应急救援能力建
设尧严格事故报告和应急处置冤袁确保企业安全生产遥

就贯彻落实宣讲精神袁唐敬要求袁全县上下一定要充分认识
抓好安全生产的极端重要性袁 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市县各项决策
部署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之弦袁
以野钉钉子冶精神抓紧抓实安全生产工作袁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
线袁以扎实过硬的安全工作成效诠释对党忠诚遥全县各级领导干
部要切实发挥野关键少数冶作用袁明责知责尧履职尽责袁自觉扛起
野促一方发展尧保一方平安冶的政治责任遥各镇区要严格落实属地
管理责任袁将安全生产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袁坚决做到守
土有责尧守土担责尧守土负责遥 各职能部门要切实肩负行业监管
责任袁厘清安全生产综合监管与行业监管的关系袁真正做到野管
行业必先管好安全尧管业务必先管好安全尧管生产经营必先管好
安全冶遥企业家要主动履行企业主体责任袁持续加大安全投入尧配
强工作力量尧健全监管机制袁确保野先安全再生产尧不安全不生
产冶遥 要刚性执行安全生产问责追责相关制度规定袁严厉查处失
职渎职尧违法违规行为袁推动安全生产工作真正落到实处遥

宣讲活动上袁市文广旅局尧射阳经济开发区尧射阳安徒生童
话乐园主要负责同志作交流发言遥

吴晓丹到我县开展安全生产宣讲时强调

守牢安全发展底线 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良好安全环境

唐敬主持

为进一步深化和推

进我县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工作袁 县交通运输局
充分发挥工作职能袁深
入开展交通创文活动袁
切实推进运营车辆规范

化袁 最大限度地美化交
通运输环境袁 优化交通
运输秩序袁 为我县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贡献交通

人的力量遥

王中印 王克成 摄

创建文明城 交通在行动
野我们长荡镇的甲侯村尧陈林村尧云安

村和大家现在所在的宏才社区都是以烈士
命名的村袁英烈精神是我们的宝贵财富袁让
我们一起缅怀革命英烈袁汲取奋进力量袁传
承红色基因噎噎冶

7 月 21 日下午袁为深入开展革命传统
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袁 充分发挥和利用长
荡镇的红色资源袁 用红色文化激发党员干
部干事创业热情袁宏才社区举办了野追忆峥
嵘岁月窑传承铁军精神冶 红色文化宣讲活
动袁200余名居民参加活动遥

野今天听了宣传文化员讲的我们社区
的英烈故事袁 被宣讲过程中激发出来的正
能量所感动袁 这些伟大的革命精神是砥砺
我们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的不竭精神动力袁
永远给予我们前行的力量遥 冶 长荡镇宏才
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志愿者林月明表
示袁 今后在工作中他也将继续发扬老一辈
吃苦耐劳袁不畏艰险的革命精神袁用行动讲
好红色故事袁传承红色基因遥

近年来袁 宏才社区因地制宜成立理论
宣讲志愿服务野红小队冶袁旨在传承红色文
化袁发扬铁军精神袁队伍人员包括了老党员
老干部尧烈士亲属尧社会志愿者等遥 该社区
深入研究新时代新思想尧中国党史尧红色文
化等专业知识袁充分挖掘红色资源袁用志愿
力量传承发扬红色文化尧用野乡音冶传递新
时代红色文化野新声冶遥

野我们通过不断深挖红色历史文化袁开
展文明实践活动袁 让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成
为广大居民的耶加油站爷遥 冶宏才社区党总
支书记董金华表示袁下一步袁他们将继续积

极开展各类红色文化宣教活动袁创新宣教方式尧拓宽宣教
领域袁不断增强宣讲工作针对性和实效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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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院
李明晶，山东人，2009年移居射阳，创办北

斗星教育培训中心，现任射阳县长跑协会会长、
射阳县新联会秘书长。2017年发起成立长跑协
会，先后组织协会会员参加盐城、苏州、南京等
地 50多场半程及全程马拉松赛事，并取得优异
成绩。目前，该协会成员 700余名，带动了上千
名跑步爱好者，并荣获“体育社会组织先进集
体”称号。

长跑袁既是一项运动袁又是一场野修行冶遥 如
今袁跑步已成为不少人的一种生活方式袁跑步减
脂袁跑步社交袁跑步旅行噎噎跑步袁在改变身体
状况的同时袁也会让人生更加精彩遥 对此袁李明
晶的感悟最深遥

李明晶是一名山东人袁2009年因机缘巧合
来到射阳遥 后羿射日尧丹鹤故乡尧有爱小城噎噎
李明晶被这里的风土人情尧文化经济所吸引袁便
决心在这里扎根袁 并创办了射阳县规模较大的

校外培训机构遥尽管创业初期的工作十分忙碌袁
但是李明晶依然会每天早晨进行晨跑遥 野锻炼已
经成为我的一种生活习惯袁和吃饭尧睡觉一样必
不可少遥 冶李明晶说袁多年的坚持让他养成了良
好的生活习惯袁无论生活再忙袁也会坚持长跑遥

野长跑无关乎战胜别人遥唯一的对手就是自
己袁不涉及其他任何人遥 通过长跑袁将会一次次
地把自己推向极限袁这就是跑步的精髓所在遥 冶
因为执着于长跑袁 李明晶认识了更多喜爱长跑
的人袁寻找到了志趣相投的跑者渊跑友冤遥他们相
聚一起袁一有机会就野跑起来冶袁甚至不远千里去

参加马拉松比赛遥正因为如此袁细心的李明晶发
现袁在马拉松参赛选手中袁有不少的人是以地方
跑步协会的名义参加袁 他们相互帮助尧 相互鼓
励袁既能体现出体育精神袁也为他们家乡挣得荣
誉遥 然而袁射阳并没有跑步组织袁于是李明晶萌
发了创办射阳跑步组织的意识遥

2016年袁李明晶和认识的十几个跑友决定
成立野射阳跑吧冶袁旨在服务跑友尧交流跑步心得
等遥 野跑吧冶里的十几人因经常一起跑步袁一起参
加比赛袁 赢得了不少的荣誉袁 受到了别人的关
注遥 渐渐地袁在他们的影响下袁不少人也积极地

加入到跑步的阵营袁他们野跑吧冶队伍越来越大遥
为了更好地管理跑步队员袁使得野跑吧冶更加专
业化尧规范化袁2017年 9月李明晶申请注册了射
阳长跑协会遥 野射阳跑吧冶十几个发起人也因为
有丰富的长跑经验尧 带队经历等被推选为协会
相关负责人袁其中李明晶任协会会长遥

有了组织袁 跑友们参加组织活动的积极性
更加强烈遥为了满足跑友的需求袁李明晶需要经
常策划每月和重要节日的约跑活动袁 还要想尽
办法增加长跑活动的趣味性袁 同时还要兼顾竞
赛型和健身型等不同会员的跑步需求遥

渊下转二版冤

人生因跑步而精彩
要要要记县长跑协会会长李明晶

王中印

普及创文知识袁提高文明乘车意识

检查消防设施袁维护交通安全
清洁车辆卫生袁优化乘车环境

野文学青年冶胡礼杰院

用碳纤维编织野飞天梦冶

家在桥头河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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