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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渊记者 王中印冤9 月 16 日下午袁我县在黄沙
港镇召开渔港小镇建设推进会遥 县委常委尧副县长崔晓
荣主持会议并讲话遥

在听取相关情况后袁崔晓荣强调袁要总结快的经验袁
持续发力遥 不少项目建设快速推进袁这得益于前期准备
充分尧注重要素协调和强化工程建设的并联.相关责任单
位要持之以恒尧久久为功尧毫不松懈地继续抓好项目建
设遥 要剖析慢的原因袁迎头赶上遥 认真对照先进袁检视自
身存在的不足袁及时查找工作短板袁进一步强化要素保
障袁加强部门沟通袁强化组织领导袁明确责任落实袁确保
项目建设按照时间节点加快推进遥 要修炼细的功夫袁统
筹推进遥 注重执行方案落地得细袁强化要素保障和节点
安排袁确保执行方案高效推进曰注重沟通协调袁相互支
持尧相互配合袁形成整体合力袁及时处理项目建设遇到的
难题曰注重工程推进袁采取套搭推进等施工形式袁落实各
项安全生产措施袁全力加快项目建设步伐曰注重五项制
度执行袁进一步发挥好代办制尧督查制等机制作用袁全力
保障项目建设顺利推进遥

会议通报了一周渔港小镇项目建设进展情况遥
会前袁 与会人员前往 G228 入口处射阳渔港小镇精

神堡垒尧渔港风情广场尧黄沙港海鲜大卖场尧渔港码头等
项目现场实地调研遥

县召开渔港小镇建设推进会

本报讯 渊记者 彭岭 通讯员 夏正军冤9 月 16 日
上午袁县网络安全工作推进会暨 2020 年射阳县国家网络
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县人才公寓举行遥 县委常委尧宣
传部长徐旭东出席活动并致辞遥

徐旭东在致辞中说袁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野十
三五冶规划收官之年袁维护网络安全意义重大遥 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袁 牢固树
立正确的网络安全观袁 深刻把握信息化发展大势袁 积极
应对网络安全挑战袁共同筑起网络安全野防火墙冶遥 要树
立抓网络安全就是服务发展尧 保网络安全就是保进位争
先的进取意识遥 要全面做好网络安全工作袁 为全县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遥

启动仪式上袁对县野电信杯冶网络安全知识竞赛尧县
网络安全公益广告征集大赛获奖单位及选手进行了嘉
奖遥 县公安局负责人汇报网络安全执法工作袁 县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尧 县融媒体中心负责人进行交流发言遥 会议
邀请网络安全专家进行网络安全业务培训遥

近年来袁我县落细落实网络安全工作责任制袁健全各
方齐抓共管机制遥 连续五年开展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
动袁 营造全民共同维护网络安全的良好氛围遥 强化网络
安全态势感知袁获评野网安 2020野盐城行动防守优秀单
位遥 开展网络安全培训工作袁野网络安全军地两用人才实
训认证冶 考核成绩居全市首位袁 我县代表队获省第四届
青少年网信安全应用能力总决赛初中组唯一特等奖遥

我县部署网络安全工作

本报讯渊记者 杨健冤9 月 16 日上午袁我县在市场监
督管理局四楼会议室召开消费者协会第五届六次常务理
事会议遥 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正军出席会议遥

会议选举王正军为我县消费者协会第五届理事会名
誉会长遥

会议强调袁 全县消协组织要紧密结合当前市场消费
的新特点尧新趋势袁紧紧围绕消费者最关心尧最直接尧最
现实的利益问题袁创新维权理念袁完善维权机制袁在消费
者服务上要有新提升遥 要根据新形势尧 新任务的要求创
新理念尧思路尧举措袁紧紧围绕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这个
中心袁积极主动作为袁凝聚社会合力袁营造安全放心的消
费环境遥 要更好地发挥桥梁纽带作用袁 更有成效地推动
社会共治袁更加有力地强化自身建设袁紧紧抓住全县 96
万消费者的野急难愁盼冶袁一项一项抓落实尧一件一件求
突破袁 切实维护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袁 不断提升人民群
众的幸福感尧获得感和满意度遥

据了解袁县消协自 2019 年初至今年 8 月底袁共受理
各类消费投诉 481 件袁目前已办结 478 件袁7 日内办结率
83% 袁30日办结率 100%袁调解成功率 99.8%袁为消费者挽
回经济损失 305万元遥

县消协五届六次
常务理事会召开

本报讯 渊通讯员 顾大局 记者 王明月冤
为进一步规范学校危化品安全日常管理袁提升管
理人员的安全防范意识和危险化学品应急处置
能力袁日前袁县中小学教育技术装备中心在我县
第三中学开展了学校实验室危化品事故应急处
置演练遥

此次应急演练模拟师生在实验过程中由于
误操作导致浓酸尧 碱等液体意外沾到皮肤等 11
个突发事件袁对处置突发事件的注意事项以及专

业设备的使用进行了详细讲解和演示袁达到了预
期效果遥 通过此次演练袁各学校相互探讨尧交流袁
切实提高了实验室管理人员对危化品应急处置
的实际能力遥

野今后袁我们将继续加强危化品应急处置培
训等工作袁提高广大师生的危化品安全管理意识
和应急处理能力袁保障实验室安全的教学环境遥 冶
县中小学教育技术装备中心负责人表示遥

我县开展学校实验室危化品事故应急处置演练

本报讯渊记者 葛静漪 通讯员 宋叶冤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
省尧市关于建好用好野学习强国冶学习平台的相关文件精神和部署要
求袁加强对野学习强国冶AAP的推广宣传袁更好地引导广大群众学好
用好野学习强国冶学习平台袁9月 16日下午袁千秋镇党委宣传办尧镇总
工会尧镇妇联联合举办野学习强国冶进家庭推广志愿服务活动袁学生及
家长代表 50余人参加遥

活动中袁 来自盐城市最美家庭以及千秋镇书香家庭代表分别讲
述野我家的学习故事冶袁与大家交流分享野学习强国冶的学习心得袁并向
大家发出野学习强国进家庭冶活动倡议袁倡导大家共同学习袁充分利用
野学习强国冶平台袁推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野飞入寻常百姓家冶袁在全社
会形成野我用平台袁平台助我冶的良好学习氛围遥

在推广野学习强国冶学习平台过程中袁该镇创新工作思路袁通过利
用野强国通冶的各种实用功能袁建立群组架构袁为广大干部群众提供服
务袁积极推动野学习强国冶走进千家万户遥

千秋镇沙港村村民薛婷婷通过野学习强国冶软件袁不仅学到了很
多知识袁还解决了孩子学习英语的难题遥 她告诉记者袁原来不知道有
野学习强国冶学习平台袁通过志愿者介绍袁发现里面知识特别多袁平台
特别好用遥

一直以来袁千秋镇通过利用现场集中宣讲尧倡议与平时发动相结
合的方式袁抓好家风建设袁带动每个家庭开展野学习强国冶普及活动袁
每日上线率近 100%袁全面拓展了学习新局面袁充分激发群众的学习
热情袁聚集起推动千秋经济社会文化高质量发展的强大正能量遥

千秋镇

“学习强国”走进千家万户

本报讯渊记者 王中印 通讯员 王克成冤自 7月下旬开展投递
工作以来袁 射阳邮政管理局推出多项措施全方位保障投递工作有序
进行遥

该局强化邮件管控袁加强安全监督管理袁对录取通知书邮件全部
使用专用封套尧专用袋牌等特殊标记封装用品进行封装袁单独存放遥
明确有关部门责任分工袁安排专人负责分发尧分拣和信息上报工作袁
做好人员的防疫消杀尧每日体温测量遥 强化服务质量袁针对高考录取
通知书投递批量大尧范围广尧时限要求高的特点袁开辟高校录取通知
书寄递野绿色通道冶袁为投递人员配备雨具等物资袁防止邮件受潮毁
损袁全程实施单独尧优先处理袁保证寄递时效性尧安全性遥 强化信息反
馈袁加强对投递工作的监控检查袁及时总结成功经验和先进方法袁发
现问题及时与市局联系袁确保高考录取通知书迅速尧准确尧安全投递
至考生手中遥持续加大对邮政企业投递录取通知书工作的督查检查袁
保障录取通知书投递安全袁确保我县 2020年高校录取通知书投递工
作圆满完成遥

射阳邮管局

为高校录取通知书投递“保驾护航”

本报讯渊通讯员 许定广 记者 周蓉蓉冤日前袁县城建档案馆
组织人员赴大丰区尧盐都区尧东台市尧建湖县等地参观学习袁实地观
摩省特级村镇档案室袁收看各馆专题片与台账资料遥 这是该馆强化
队伍建设促进高质量发展的一项举措遥

近年来袁该馆始终将提高人员素质作为提升城建档案管理工作
的野牛鼻子冶紧抓不放袁坚持以队伍建设促进高质量发展袁多次组织
人员赴江西上饶尧河南郑州尧甘肃兰州等地袁以及省市档案局参观学
习袁分别派员在南京大学尧苏州大学等地举办的国家及省市级档案
业务培训遥 在抓好本馆工作人员教育培训的同时袁还多次牵头举办
野县城建档案管理业务培训班冶野县村镇档案业务培训冶袁请市城建档
案馆领导或本馆专业技术人员对全县各类工程的建设单位尧施工单
位尧监理单位的资料员及镇区村镇档案员进行培训袁有效地提升全
县城建档案与村镇档案员队伍素质遥 通过常态化地加强县尧镇两级
城建档案员队伍建设袁该馆城建档案野收尧管尧用冶各项日常工作更加
科学规范袁各项服务更加优质高效遥 截至目前袁全县 14个镇区已向
省住建厅城建档案信息管理平台录入 11万余卷村镇档案信息袁已
有 7个镇区通过省住建厅考核验收袁创建 3个省特级建设档案室尧4
个省一级建设档案室袁且均已获得省住建厅授牌发证遥 尚未通过省
住建厅考核验收的镇区村镇档案室正在紧锣密鼓地开展创建工作遥

野我们希望通过参观学习袁让大家开拓视野尧增长见识袁看到自
身差距袁在获取耶真经爷中明晰今后工作努力的方向袁在互动交流尧
释疑解惑之中增强大家对做好我县城建档案管理工作的信心和决
心袁为扎实开展我县建档案各项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遥冶该馆相关负
责人如是说遥

县城建档案馆强化队伍建设

总建筑面积 5万多平方米的县市
民服务中心建设已进入扫尾阶段袁不
日将交付使用遥 该中心于 2018年 5
月开工建设袁 县行政审批局主要使用
1-13层袁共设置 144个窗口袁入驻部
门 42家袁 其中政务服务部门 22家尧
公共服务部门 9家尧中介 11家曰进驻
政务服务事项 859项遥

上图为办公大楼全景遥
左图为内部装修正在紧张进行遥

董素印 摄

为全面提高普查员的综合业务能力袁熟悉人普工作的各项流程遥 9月 16日袁洋马镇举办了第七次
人口普查综合业务培训会遥 图为全镇 8个村渊居冤尧95名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参加培训遥 沈艳秋 摄

野一粥一饭袁当思来之不易曰半丝半缕袁恒念物力维
艰遥 冶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袁是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遥年初以来袁合德镇党委尧政府高度重
视袁迅速行动袁坚决向铺张浪费之风野亮剑冶袁多举措尧出新
招制止餐饮浪费行为 袁培养节约良好习惯袁不断掀起野厉
行节约尧反对浪费冶热潮遥

公务用餐支出下降
该镇利用野锦绣合德冶微信公众号尧公益广告尧电子显

示屏尧倡议书等途径进行全方位宣传袁形成杜绝餐饮浪费
的浓厚氛围袁有效推动广大党员干部尧群众共同参与遥

走进该镇机关食堂袁大厅里每个角落都张贴了宣传海
报袁在餐桌的醒目位置随处可见定制的野光盘行动冶野不剩
饭尧不剩菜冶等餐桌标识尧提示牌袁文明就餐氛围浓厚遥 野现
在同事们都会适量点餐袁看着这些醒目的标识好像在督促
自己袁都不好意思浪费饭菜了遥 冶该镇机关工作人员郑珊珊
说遥

该镇机关食堂按照健康从简尧膳食均衡的原则袁实施
动态用餐管理袁严格根据每日监测到的就餐人数采购原材
料尧 提供饭菜袁 现在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只有 15公斤左

右遥该镇科学制定公务活动用餐标准袁定期进行调整袁规范
报销程序遥 截至目前袁 该镇公务用餐支出同比下降了近
40%遥

野百姓名嘴冶倡导节俭
该镇结合新时代文明实践袁各村居累计组织开展野厉

行勤俭节约尧反对铺张浪费冶道德讲堂主题活动 36次袁参
与村民达 6000余人次遥

野勤俭节约是一种行为袁更是一份责任遥作为普通老百
姓袁我们也要有危机意识袁该省的地方都要省遥 冶该镇运棉
村 5组村民张萍在道德讲堂上分享感悟遥 活动结束后袁现
场的 50位党员尧群众在倡议横幅上郑重签名袁坚决向奢侈
浪费说野不冶遥

该镇组织各村居渊社区冤文化宣传员通过村居渊社区冤
微信公众号进行线上宣讲袁通过野漫画+视频冶的方式让节
约理念入脑入心遥截至目前袁已有 32名文化宣传员加入微
宣讲行列袁将勤俭节约新风野吹进冶百姓心里遥

该镇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平台袁将野节约冶作为培育指
标袁充分融入道德讲堂尧理论宣讲尧移风易俗等活动中袁潜
移默化地改变部分群众野好面子尧讲排场冶的陋习袁有效减

少了农村婚丧嫁娶大操大办尧铺张浪费等现象遥
节约传统代代相传

该镇从小抓起尧从野根冶入手袁多措并举加强青少年野艰
苦奋斗尧勤俭节约冶教育袁引导青少年在实践中深刻领会
野谁知盘中餐尧粒粒皆辛苦冶的含义遥

野小朋友们袁我们吃的饭是怎么来的钥 冶野为什么要珍惜
粮食钥 冶野我们应该怎么做钥 冶噎噎在同心小学袁该镇关工委
负责人徐杰正引导青少年开展交流讨论遥 在暑假期间袁该
镇交通路社区举办了珍惜野盘中餐冶趣味体验活动袁让社区
里的孩子们在规定时间内比赛谁用筷子夹的红豆最多曰淮
海居委会组织 10对亲子家庭参加野拒绝浪费尧从我做起冶
主题教育活动曰 辖区内的中小学的学生们制作了手抄报尧
录制了倡议视频袁大家纷纷表示要争做有野粮冶心的野光盘
侠冶遥

野家庭是践行勤俭节约行动的基础单元袁而孩子就是
继承发扬者遥 冶该镇相关负责人表示袁野我们要引导孩子从
小培养节约意识和行为习惯袁让厉行节约尧反对浪费的优
良传统成为每个家庭永不过时的耶传家宝爷遥 冶

拒绝“剩”宴
要要要合德镇倡导野厉行节约尧反对浪费冶工作见闻

本报通讯员 薛丹枫 记者 杨向东

本报讯渊记者 羊宁冤9 月 17 日下午袁全县招商引资
工作过堂会在县行政中心 1012 会议室召开袁副县长徐加
晔出席会议遥

会上袁各镇区汇报 9月份拟签约项目尧重大项目拜访
等工作情况遥徐加晔要求袁各镇区要高度重视招商引资工
作袁围绕健康产业尧新能源产业尧高端电子等产业进行招
商袁努力将重点产业做大做强曰要围绕镇区资源招商袁利
用好在外成功人士的资源袁打好亲商牌袁开展专业招商推
介活动曰要增强效率意识袁在定报企业上多做文章袁多招
开票尧税收和年产值高的企业项目遥

今年以来袁 我县深入开展招商引资项目推进 野月月
比尧季季赛冶活动袁全力克服疫情影响袁强化高位推动袁狠
抓组织推进袁招商引资取得新成效遥 截至目前袁全县签约
亿元以上项目 123 个袁 同比增加 33.7%袁 超序时目标 20
个遥其中袁5-10亿元项目 14个袁同比增加 27%袁超序时目
标 2 个曰10 亿元以上项目 14 个袁同比增加 40%袁超序时
目标 4个遥 各镇区均完成序时目标遥

全县招商引资工作
过堂会召开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