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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敬在全县项目观摩暨“月月比、季季赛”活动四季度推进大会上强调

不断造浓竞相赶超勇于争先比拼氛围
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
吴冈玉季晓春邱德兵张鹏程陈铁军出席

本报讯渊记者 范媛媛 彭岭冤10 月 19 日袁我县召开项目
观摩暨野月月比尧季季赛冶活动四季度推进大会遥 县委书记唐敬
出席会议并讲话遥 他强调袁 全县上下各层各级要以必胜的信
心尧大胜的决心尧全胜的雄心袁在项目推进上担当实干袁在打擂
攻坚中争创一流袁不断造浓竞相赶超尧勇于争先的比拼氛围袁
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袁为夺取大战大考双胜利尧
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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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县
委副书记张鹏程尧陈铁军出席会议遥
此次推进大会袁与会同志先后观摩了射阳港经济开发区
大连重工窑起重南方制造基地尧天顺海工产品智造袁海通镇康
得亿食品科技袁现代高端纺织产业区巨鸿弹力丝尧九色鹿纺
织袁千秋镇阳河湾乡村旅游区袁合德镇海润新能源尧现代农业
服务中心袁射阳经济开发区七彩国虹无线充电设备尧汇宇朗
景液晶显示屏尧科阳电子科技袁海河镇瑞升包装袁兴桥镇鑫瑞
康高端纺织袁盘湾镇玛格瑞斯新材料袁特庸镇拓亚建材袁洋马
镇鹤乡菊海园区景观提升袁黄沙港镇亿斯特锂电池等项目现
场遥
唐敬在总结点评现场观摩情况时说袁 此次观摩出现了一
批产业链尧供应链项目袁生产场景较为喜人遥 希望通过动态考
评尧登台亮相袁体现野以考核定实绩尧以实绩论英雄冶的鲜明导
向袁进一步对标找差尧对序找差袁在完成目标上比高低袁在争先
进位上论英雄袁在项目成果上见分晓袁迅速掀起决战四季度尧
决胜夺全年的工作热潮遥
唐敬指出袁要把精神状态调到最佳遥 保持野勇争一流冶的状

态袁抬高标杆尧加压奋进袁通过攻项目尧强产业尧增投入尧抓达
效袁确保重点工作尧重点指标位于全市前列袁实现年初既定的
野保三争二冲一冶目标遥 保持野一鼓作气冶的状态袁继续保持拼抢
项目的执着和定力袁冲刺再冲刺尧提速再提速袁奋力打好全年
项目收官战尧来年项目储备战尧重点工作攻坚战遥 保持野高效快
干冶的状态袁按照野工作项目化尧项目目标化尧目标节点化尧节点
责任化冶的要求袁强化重点指标预警预测袁对标对表找差距尧找
问题尧找原因尧破难题袁把弥补的措施落实到赶超的目标上来遥
唐敬要求袁把项目潜力挖到最大遥 要坚定不移地高端引领
扩增量尧转型升级优存量袁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动能遥 要一
着不让抓好招商引资袁打好野主动仗冶袁密切关注央企国企和行
业龙头企业投资趋势及布点动向袁结合我县野3+3+N冶主导产
业袁 主动出击招引一批强链补链扩链的重大产业项目曰 打好
野攻坚战冶袁各镇区尤其是野三区冶袁要主动挑最重的担子尧敢于
啃最硬的骨头袁聚焦长三角尧珠三角等产业密集区袁紧盯高端
化尧体量大尧核心竞争力强的旗舰型项目袁确保在超大规模项
目上取得突破袁同时积极招引附加值高尧富民带动力强的农业
龙头项目曰打好野节会牌冶袁借助丹顶鹤文化艺术节尧石材产业
峰会等重要节会活动袁全力拓展和储备一批新的项目源尧客商
源和信息源遥 要全力以赴加快项目建设袁端住野大盘子冶袁在保
证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袁抢工快干尧攻坚克难袁确保市县野两重
一实冶和市野三百工程冶等项目如期推进到位曰争取野进笼子冶袁
争取更多工程项目列入明年乃至 野十四五冶 国家和省市规划
野笼子冶袁为未来发展积蓄后劲曰推出野新着子冶袁坚持一手抓当
前袁一手抓来年袁争取明年工作的主动权遥 要持之以恒推动转

型升级袁县相关职能部门尧挂钩联系的领导干部袁都要沉下身
子尧深入一线袁多对接尧多服务尧多督导袁助推企业做大做强尧提
质增效遥
唐敬强调袁 要把为企服务做到最优遥 持之不懈做优硬环
境袁相关部门以及各重点园区袁系统思维做好园区发展的野顶
层设计冶袁着力在区域空间重构尧产业布局优化尧基础设施联
通尧公共服务提升等方面求突破袁打造一批宜居宜业宜商的现
代化产业园区遥 持之不懈做强软实力袁推动野进千企尧解难题尧
促发展冶活动袁整顿提升营商环境的薄弱环节袁推动全县营商
环境向上向好遥
唐敬要求袁把比拼氛围造到最浓遥 要强化领导带头袁县四
套班子领导要大力弘扬一线工作法袁主动深入项目一线尧挂钩
镇区袁推动滞后项目在一线推进尧企业诉求在一线回应尧薄弱
指标在一线调度曰各镇区尧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要当好指挥员尧
战斗员尧服务员袁带头把项目牢牢抓在手上遥 要强化督查督办袁
对项目工作全过程动态跟踪尧全方位督办问效袁全面激发广大
党员干部的工作主动性和执行力遥 同时袁要创新野新闻媒体+督
查冶模式袁在全县上下形成人心思进尧大干快上的项目建设浓
厚氛围遥 要强化考核运用袁坚持野以考核定实绩尧以实绩论英
雄冶袁进一步强化正向激励和反向约束袁真正让干部心底的干
劲充分展现袁让比学赶超的激情不断涌现袁让高质量发展的承
诺最终兑现遥
会上袁通报野月月比尧季季赛冶活动三季度考核结果袁为红
旗单位尧黄旗单位颁牌遥 射阳港经济开发区尧市场监督管理局尧
新坍镇主要负责同志发言遥

翔盛公司获全国
复合材料技术创新奖
本报讯 渊记者 夏元祥冤10 月 14 日袁2019 年度全国交通运输
领域复合材料技术创新奖颁奖仪式在陕西西安举行袁 由盐城市翔
盛碳纤维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野阻燃抑爆油箱及飞行器油箱冶项目
获中国复合材料学会颁发的三等奖袁 这是该公司深入推进自主创
新取得的又一丰硕成果遥
近年来袁该公司先后投入 300 多万元袁高薪聘请专家袁组建碳
纤维产品研发团队袁在新品研发上有了质的飞跃遥 作为一家专业生
产碳纤维尧 芳纶纤维等特种纤维复合材料制品的国家级高新技术
企业袁该公司现已独立开发出旋翼飞机壳体尧起落架尧飞机喷药系
统等 16 个系列产品袁拥有 16 项实用新型专利尧两项发明专利尧三
项外观设计专利遥 公司研发的军用航空头盔已进入调整测试袁配套
给军事科研单位,目前已经定制 100 套遥

竞技场上比比看
王明月

通讯员

唐琳

野请大家把准考证放在台
面上袁马上就要开始考试浴 冶10
月 17 日上午袁我县在射阳中等
专业学校举办 2020 年职业技
能大赛袁在餐厅服务员考场袁随
着考官一声令下袁选手们立刻开始铺台布尧摆盘尧折叠餐巾噎噎考
官在一旁不停记录分数袁气氛紧张热烈遥
本次大赛由县政府尧市人社局主办袁设立职工组尧学生组尧教师
组三个组别袁共涉及 15 个职业渊工种冤遥 考试分理论和操作技能两
部分袁理论试题从国家试题库抽取袁专业试题组织专家命题袁分别
占总成绩的 20%和 80%遥 而比赛获得工种前六名的选手袁将分别获
得 3000 元尧2000 元尧1000 元奖金袁并授予相应荣誉遥 野希望通过此
次技能竞赛袁 引导各参赛单位组织广大职工和青年学生开展职业
技能培训袁全面提升广大劳动者知识和技能水平袁更好地适应高质
量发展对高技能人才的需要遥 冶大赛负责人介绍道遥
大赛从上午八点开始袁考生们在经历一个小时的理论考试后袁
很快又投入到操作技能竞赛中遥电工考场上袁选手们低头组装电路
板曰客房服务考试中袁选手们在整理房间上一较高下曰砌筑工尧木工
考试在户外考场袁木工不停地刨木花袁砌筑工快速地在红砖上抹混
凝土噎噎赛场上袁选手们大展身手曰考场外袁备赛选手信心十足遥
野上午考了理论袁试题实用性很强袁考得应该不错遥 冶来自经开区春
晖幼儿园的老师左黎黎说遥
本次大赛还设置了学生组袁 别看他们年纪小袁 技能却是杠杠
的遥 野这次主要做泡芙尧布丁和蛋糕袁前面两个已经做好了袁蛋糕马
上就准备上奶油遥 冶选手张诗晗今年只有 18 岁袁却已经学习烹饪近
3 年袁她告诉记者袁此次比赛将是对她几年学习生活的一个最好总
结袁她会把握机会袁力争赢得荣誉遥

位于射阳经济开发区的承德苏垦银河连杆有限公司盐城分公司
专业生产汽车发动机连杆袁产品主要供应宝马尧现代尧起亚等知名车
企遥 年初以来袁该公司积极推动智能化转型升级袁新引进 CNC 加工设
备袁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袁截至目前袁开票销售已经突破
亿元遥 图为该公司生产车间一角遥
盛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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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发电尧管护圩堤尧建立林苗基地要要
要

谁是英雄袁谁好汉要要
要
本报记者

本报讯 渊通讯员 王峻杰 陈
珍杰冤10 月 15 日袁 在位于海河镇机
电产业园内的射阳行列机电科技有
限公司生产车间里袁 工作人员正在
操作行车运送物料遥 野我们公司主要
从事大型矿山机械的再制造袁 是世
界矿山开挖设备行业龙头安百拓中
国地区再制造唯一服务商袁 产品主
要出口北美地区以及国内矿山尧冶
金尧船舶等企业遥 进入四季度以来袁
我们组织员工加班加点赶制订单袁
争取尽快完成全年生产任务遥 冶公司
负责人唐坦介绍道遥
10 月初以来袁海河镇咬定全年
目标任务袁着力对标找差袁加快推进
各项关键工作措施的落实袁 全面发
力冲刺袁掀起大干四季度热潮遥
该镇主攻重大项目尧 科技型项
目袁以智能装备尧新材料产业为主导
方向袁强化产业链招商袁完善园区配
套袁按照野前期项目抓落地尧开工项
目抓进度尧 在建项目抓竣工冶 的要
求袁加快推进张家港五金产业园尧兆
能精密尧 路晨欣新材料等在手成熟
项目落地曰 全力以赴推动鸿中二期
开工不停工袁上足机台尧上足人力袁
尽快出形象曰全力服务企业袁确保华
亿米业尧欧瑞达尧胜悦科技尧巨源环
保尧君威机械等项目按序时推进曰强
化对鸿翔商混尧 杏美医疗等签约项
目的服务袁 做好项目开工的前期手
续办理袁 确保在规定时间内顺利开
工遥
该镇重抓重点工作推进袁 对明
确的重点工程挂图作战尧细化责任尧
加快进度袁及时帮助协调解决问题遥
对六份集中居住点尧条海尧大有等 3
个党群服务中心等重大项目综合施
策尧跟踪服务袁创造条件尽快开工建
设袁争出形象进度袁确保条海美丽乡
村尧四季果香现代农业园建设等按序时推进曰扎实做好
生猪保供尧万企联万村等工作袁针对性制定推进措施袁确
保不折不扣完成目标任务曰强化安全生产整治袁扎实开
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行动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排查
整治袁全面排查风险隐患袁深入开展集中整治袁坚决杜绝
安全事故发生袁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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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凡中坚守
要要
要记千秋镇沙港村退休村支书张正明
本报记者 葛静漪
在基层工作的 32 年中, 一直保持政治上坚定尧思
想上清醒尧工作上有作为袁对党尧对国家尧对人民无限忠
诚袁为建设和谐社会尽自己的微薄之力遥
在千秋镇沙港村袁有这样一位基层干部袁他始终把
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袁关心群众尧热爱群众遥 对群众
而言袁他既是干部袁也是朋友袁更是亲人遥 他叫张正明遥
张正明是 1975 年在部队加入党组织的老党员袁服
兵役期间曾多次立功受奖遥 退伍回乡后袁在基层工作岗
位上一干就是几十年袁 多年的部队生活养成了他强烈
的服从意识遥 作为一名一直奋战在一线的基层党员干
部袁他时时处处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袁始终
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袁 以强烈的事业心和
高度的责任感尽职尽责袁 把党的方针政策送到老百姓
的心坎上袁得到群众的广泛拥护遥
干了多年的村支部书记袁 张正明积累了丰富的基
层工作经验袁退休后的他积极发挥余热袁退休不褪色尧
离岗不离党袁热心于社区工作袁每天奔波于社区街道袁
用真情温暖化解群众的心结袁他是矛盾纠纷的消融剂尧
政府和群众的连心桥遥
他专门成立野老张工作室冶袁探索总结出野谈冶野访冶
野议冶野导冶四步骤野老张调解工作法冶袁通过谈心深入了
解困难和需求袁走访摸清具体情况及原因袁讨论确定初
步解决方案袁引导合理合法解决问题遥 现如今袁他的这
套工作法已成为集中居住区解决矛盾问题的 野杀手

http://syxww.sheyangnews.com

通讯员 宋叶
锏冶遥
邻居家两口子吵架袁影响他人休息曰你家的菜长过
了界袁盖住了我家的地曰邻居家的垃圾放在了自家门口
噎噎这些琐碎事袁在村子里常常要争个脸红脖子粗遥 以
往群众有困难袁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野找警察冶袁现如
今袁野老张工作室冶 为群众邻里纠纷提供了便捷的解决
途径袁大家遇到大事小事总是第一时间想到老张袁每每
都是野吵吵嚷嚷着走进来袁高高兴兴地走出去冶袁在他客
观公正的劝说下袁矛盾双方总能握手言和遥
多年来袁张正明始终坚持用心用情调解袁既化解了
矛盾纠纷袁又促进了社会和谐遥 野现在袁邻里间一旦有了
矛盾纠纷袁只要找到老张袁肯定能友好解决遥 耶老张工作
室爷可是实实在在的居民矛盾耶消融地爷遥 冶社区居民如
此评价道遥
野作为一名老党员尧老村干部袁为人民服务是一辈
子的事情袁尽管现在离开了村干部岗位袁但我作为一名
共产党员的本色永远不会褪去浴 冶张正明动情地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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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尖村“生财有道”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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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凯峰

野又是一个艳阳天袁只要有太阳袁我们村里就有收
益遥 冶10 月 19 日上午袁望着村里的光伏发电站袁四明镇
邵尖村村民徐国军高兴地说遥
邵尖村拥有耕地 5400 亩袁以稻麦种植为主袁病人多
及劳动力缺乏是该村贫困的主要原因遥 为带领村民脱贫
致富袁邵尖村与射阳国投集团合作袁建成占地 550 亩的
光伏发电站袁村集体年收入达 30 万元遥
走近发电站袁一排排太阳能电池板在阳光下熠熠生
辉袁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遥 野我在这里一年可以挣到 3
万元工资遥 冶徐国军告诉记者袁以前他是村里的贫困户袁
因为生了重病袁子女又在外地打工袁一年到头也挣不了
多少钱袁野如今加上土地流转收入袁我吃上了耶四菜一汤爷
不说袁去年还把家里的房子翻新了遥 冶
为实现全面脱贫袁该村还把圩堤收归集体管护遥 野以
前圩堤包给农户袁集体每年只有 8000 元收益遥 收归集体
后袁 我们在圩堤旁种植无絮杨树袁 十年后至少可获得
150 万元收益遥 冶邵尖村党总支书记李青海告诉记者遥 他
们还与县旅投公司合作建立林苗基地袁参加基地建设的
村民每人每月有 2000 元的收入袁村集体每年可获得 20
万元收益袁加上村里租给佳乐爱纸业卫生有限公司的土
地租金和家庭农场流转的服务费等袁村里每年的收入将
非常可观遥 冶
村集体收入增加了袁村里环境也开始变好袁房屋修
缮尧河道疏浚尧道路建设袁一项项工作都提上日程遥 据李
青海介绍袁截至目前袁村里已新建野一事一议冶路 1.5 公
里尧桥梁两座袁修缮房屋 140 户袁村内 12 条河道全部疏
浚完毕遥 野其他集体所得收入袁我们都花在了服务老人和
帮助困难户上袁每年过年都给老人发放压岁钱袁对村里
的病人也会发 300-500 元不等的慰问金遥 去年底袁我们
还新建了养老中心袁希望老人们过得更加舒心遥 冶李青海
说遥
村里条件越来越好袁在外地打工的村民纷纷选择回
家工作遥 村民徐七过去在外地谋生袁回村以后村里帮他
申请了 5 万元扶贫贷款袁让他发展林下种植袁成功过上
小康生活遥 野我承包了 200 亩林下土地种植大豆袁现在每
年至少能有 10 万元的收入遥 感谢政府的好政策袁让我们
的日子越过越好浴 冶谈到现在的生活袁徐七一脸的满足遥
阴版面编辑院 颜立文

阴组版院 刘雪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