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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0日下午，县委书记唐敬在县行政
中心十二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丹顶鹤文化艺术节
暨经贸洽谈会筹备会。他要求，精细化安排部
署，高质量组织推进，确保将第十四届丹顶鹤文
化艺术节暨经贸洽谈会打造成为宣传射阳特
色、展示射阳形象的高层次交流平台。县委副书
记、县长吴冈玉出席会议。

◆11月 11日上午，根据党中央统一安排，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中央宣讲团
宣讲报告会在南京举行。中央宣讲团成员、交通
运输部部长李小鹏作宣讲报告。省委书记娄勤
俭主持报告会并讲话。宣讲报告会采用视频会
议形式，县委书记唐敬在县分会场收听收看。

◆11月 11日，省政协副主席王荣平来射调
研风电产业发展情况。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羊
维达，县委书记唐敬，县委副书记、县长吴冈玉
陪同。

◆11月 12日下午，我县在县行政中心二楼
西会议室召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推进会。县委
书记唐敬，县委副书记、县长吴冈玉分别作出批
示。

★2016年 11月 15日，射阳杂技《扇舞丹青》亮相

瑞士苏黎世。
★2017年 11月 13日，全市政协工作调研座谈会

在射召开。
★2018年 11月 14日，苏州市相城区人大常委会

主任屈玲妮一行来我县调研学习“人大代表之家”建设

情况。
★2018年 11月 15日，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吴

晓丹就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到联系点射阳调研。
★2019 年 11 月 12 日，2019 年赛迪县域营商环

境百强县研究报告在北京公布，我县荣列榜单 49位，
较上年进 21位。

★2019年 11月 13日，中国工程院院士石学敏及

其团队来我县调研鹤乡菊海现代农业产业园中药材
产业基地。

本报讯渊记者 张伟 张学法冤日前袁
江苏省人民政府网站发布 叶省政府关于表
彰见义勇为先进个人和先进群体的决定曳,
临危不惧袁沉着冷静袁冒险冲进火海袁扑灭
燃烧的液化气罐袁 救出 6 位邻居的射阳县
物价局退休干部沈海滨获 野江苏省见义勇
为模范冶殊荣遥

2019 年 5 月 28 日上午 11 时许袁居住
在合德镇众兴路的县物价局宿舍区 1 楼的
沈海滨袁 听到 2 楼八十岁老人李立香家传
出野救命冶的呼喊声袁沈海滨不顾自己身患
严重心脏病尧糖尿病袁快步跑到 2 楼袁看到
邻居家厨房大火熊熊袁 原来是液化气罐的
管道脱落袁 引发火灾遥 在液化气罐随时都
会爆炸的情况下袁沈海滨沉着冷静袁先关掉

了屋里面的电源闸刀袁 随后冲到卧室拿上
棉被浇上水进行扑救袁 由于被子太厚吸水
有限袁 没有效果遥 随即孙海滨又跑回家里
拿上军大衣浇上水进行扑救遥 由于火势太
大袁 连续冲三次都没有靠近液化气罐遥 老
沈急中生智袁 把浇上水的军大衣对准燃烧
的液化气罐抛了过去袁一下子控制了火势袁
随即不停的向军大衣上浇水遥 此时有邻居
打电话报火警袁几分钟的时间袁消防队员赶
到遥 沈海滨的一系列动作使火情没有迅速
蔓延袁 为消防员的救援争取了时间遥 专业
力量赶到现场后袁很快把火灭掉了遥

李立香老人家的吊顶和墙群都是木材
装修袁屋里有两位 80 多岁的老人袁还有两
位生病的孩子及一个三岁的孙子袁 加上给

他烧饭的大女儿一共 6 口人遥 如果大火不
能及时扑灭袁后果不堪设想遥

沈海滨由于救火眼镜掉了袁鞋带断了袁
头发烧没了袁 脸部及左膀子都被烧伤遥 周
围的邻居看到从火场出来的沈海斌面目全
非袁问他袁你 67 岁了袁患有几种疾病袁你不
要命了钥 老沈笑笑说袁 当时也顾不得那么
多了袁 救火救人要紧那浴 老沈当即在家人
的护送下来到烧伤医院进行包扎治疗袁并
回家休养遥

沈海滨的老伴告诉记者袁 当天上午她
陪老沈到医院检查袁 下午准备去办理住院
手续的袁 不曾想回来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遥
万幸的是液化气罐没有爆炸遥

救火事件发生后袁 沈海滨先后被评为

县野见义勇为先进个人冶和野盐城好人冶遥 虽
然获得了许多赞誉和嘉奖袁 但是老人还是
保持着一颗平常心袁 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
动袁帮助需要帮助的人遥 2020 年初袁沈海滨
向防疫一线公安干警捐一千元慰问金遥
2020 年 9 月袁沈海滨参加慰问阜余敬老院
老人公益活动袁为敬老院老人包饺子袁表演
节目袁并捐款一千元遥

沈海滨获“江苏省见义勇为模范”殊荣

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袁 第十四届
丹顶鹤文化艺术节即将开幕遥连日来袁
我县各相关部门紧锣密鼓袁 抓紧筹备
工作袁确保艺术节顺利举行遥

11 月 12 日上午袁 在安徒生童话
乐园筹备现场袁 记者看到演出人员在
紧张排练艺术节期间的节目袁 他们一
丝不苟袁动作尧表情尧神态尧队形等细节
方面反复加强练习袁 力争演出完美呈
现遥 野我们对舞蹈尧话剧等节目实行分
头排练袁 并邀请专业指导老师全程指
导袁确保节目演出效果遥 冶该乐园演绎
区域负责人刘俊章向记者介绍袁 为了
提升演出效果袁造浓艺术节氛围袁他们
还着力推动节目创新遥 野在艺术节期
间袁我们的话剧叶皇帝的新衣曳将在乐
园城堡大舞台进行演出袁 通过把大家
耳熟能详的童话故事打造成一个话
剧袁以不同的视角呈现给大家遥 此外袁
我们还与杂技团合作袁 把丑小鸭的故
事改变成杂技节目袁 努力让老故事焕
发新活力袁 为观众带来一份精彩的文
化大餐遥 冶

在做好节目彩排筹备工作的同
时袁 安徒生童话乐园对园区内的各项
设施的安全工作进行认真地检查和维
护袁 确保为群众提供一个安全放心的
庆祝环境遥野我们每日都对乐园内的各
种进行设备进行细致检查袁 确保设备
安全运营遥冶在乐园内进行检查的该乐
园综合科负责人史滨元表示袁 全体人
员正以时不我待的精神提升工作效
率袁全力以赴做好各项筹备工作遥

不只安徒生童话乐园在筹备袁县
淮剧团尧 杂技团等一线部门也在认真
准备着袁 努力以高质量的成果为艺术
节增光添彩遥同样袁后勤部门也在为艺
术节的开展紧张忙碌中遥当天上午袁记
者来到县党性教育基地袁 看见数名保

洁人员正在认真擦拭会场桌椅袁清理环境卫生遥
野为更好地做实艺术节期间保障工作袁我们在日常

工作的基础上袁增加了人手共同布置会场袁清理会场卫
生袁努力营造一个良好的会务环境遥 冶万怡物业公司副
总经理尤兰表示袁该物业公司制定了相应的应急预案袁
在艺术节当天将增派安保人员至 20 人袁 保洁人员 30
人袁后台保障 8 人袁期间开展巡查并执行 24 小时值班
制袁确保保洁尧安保服务全覆盖袁助力艺术节顺利举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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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渊记者 范媛媛冤11 月 13 日上午袁县委书记唐
敬在县行政中心二楼会议室主持召开全县经济形势分析
会遥 他强调袁要通过分析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和不
足袁有针对性地落实跟进措施尧严明工作要求袁确保高质
量完成全年任务,为野十四五冶开好局尧起好步奠定坚实基
础遥 县委副书记张鹏程出席会议遥

唐敬指出袁今年年初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袁我县
见势早尧行动快尧措施实袁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袁人心思
齐尧人心思上尧人心思干蔚然成风遥 当前全年工作进入冲
刺倒计时袁全县各层各级要锚定野保三争二冲一冶目标要
求袁进一步增强时间意识尧责任意识袁抓紧每一天尧抓实每
件事袁逐条逐项扒排分析袁不折不扣落实措施袁确保高质

量完成既定目标任务遥
唐敬要求袁要围绕全年目标任务袁全力拼尧奋力冲遥 对

指标完成情况迅速查漏补缺袁每一项薄弱指标尧缺口指标
要坚持野条缺条补尧块缺块补冶袁迅速落实弥补措施袁确保
迎头赶上遥 要认真研究考核指标体系袁随时掌握动态袁做
到吃得透尧摸得准尧跟得紧尧抓得实遥 同时袁加强对重点企
业尧波动较大的企业尧成长性较好企业的指导服务袁确保
野颗粒归仓冶遥 要一着不让推进项目工作袁抢抓当前有利时
机袁发动新一轮招商引资攻势袁聚焦主导产业下真功尧一
二三产齐发力袁 精心组织丹顶鹤文化艺术节暨经贸洽谈
会袁全力储备突破一批龙头项目和产业链项目袁不断提高
项目的落地转化率和投入量遥 切实增强为企服务袁继续加

大挂钩联系走访力度袁着力解决企业在融资尧订单尧用工
等方面的堵点尧难点问题袁既要稳住企业信心袁又要帮助
企业尽可能的降低经营成本尧时间成本袁政企联手共渡难
关袁助推企业做大做强尧提质增效遥

唐敬强调袁关键时刻看状态尧看担当遥 县四套班子领
导要以身作则尧以上率下袁下沉一线督战指导尧协调解难尧
跟踪问效袁做到一级抓一级尧层层抓落实遥 各层各级要大
力发扬夙夜在公尧不舍昼夜的工作劲头袁坚持苦干实干加
巧干袁奋战每一天尧打好每一仗尧干好每一项袁推动各项工
作快速完成尧各项目标尽早实现遥

县领导田国举尧凌晓东尧汤伟清尧徐加晔尧吴海燕出席
会议遥

唐敬在全县经济形势分析会上强调

全力以赴加力推进 担当作为决战收官
张鹏程出席

连日来袁我县进一步健
全要素保障尧 一线推进尧服
务协调等机制袁扎实推进黄
沙港渔港小镇建设袁努力打
造黄海之滨旅游目的地袁为
射阳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遥

吴贵民 王荣 摄

淤渔港小镇俯瞰图
于焕然一新的鱼跃大街
盂内部装修有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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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渊记者 葛静漪冤11 月 13
日下午袁全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推进会召开遥 县委副书记尧县长吴冈
玉主持会议并讲话遥

在听取相关工作情况汇报后袁吴
冈玉指出袁 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袁
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袁是
一项民心工程袁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一项重要任务遥今年是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三年行动的收官之年袁 时间
紧尧任务重袁全县上下必须在思想上
紧起来尧行动上快起来袁以高度的责
任感抓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遥

就进一步做好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工作袁吴冈玉强调袁要以更高站位尧
更高标准尧更大格局开展农村人居环
境综合整治袁以新的发展理念尧新的
发展格局袁通过系统思维袁更加注重
规划提升尧特色塑造尧功能配套和治
理有效袁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提升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遥各部门
要以更新理念尧更大格局投入到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中来袁不断加强对
本系统工作的思考袁坚持系统观念和
野一盘棋冶思想袁自觉把自身职能目标
与省市的总目标主动对接尧主动对标
对表袁制定科学尧合理尧可行的落实措
施袁深入挖掘亮点袁保质保量完成三
年行动目标任务遥各镇区要以更大决
心尧更强信心袁聚焦野清理尧梳理尧整
理尧管理冶四个方面袁进一步抓好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遥要层层落实各方
工作责任袁加强沟通袁强化督促检查袁
发现问题及时落实整改袁同时加强宣
传报道袁造浓舆论氛围袁充分发动群
众尧依靠群众袁科学组织引导群众袁让
广大群众成为整治工作的参与者和
受益者袁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再上新台阶遥

会前袁与会人员先后实地观摩了
海河镇尧四明镇尧合德镇尧经济开发
区尧海通镇尧黄沙港镇等地农村环境
整治现场遥

会上袁部分镇渊区冤汇报各自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情况曰县农业农村
局尧住建局尧城管局尧交通局尧水利局尧
财政局尧文广旅局尧文明办作交流发
言曰与会人员一同观看全县人居环境
整治现场专题片遥

县委常委尧副县长崔晓荣袁副县
长吴海燕参加活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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