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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朱江）3月 25日下
午，市长商建明带领相关部门负责同
志检查学校开学前防疫工作。他要
求，加强精细管理，压实工作责任，落
实防疫措施，全力保障师生健康安全。

在第一中学、实验中学中心校
区、第一幼儿园和实小红兰路校区，
校园入口处均已安装配备热成像体
温检测器；物资储备室内，体温计、口
罩、消毒液等各项防护物资储备充
足。每到一个学校，商建明都深入临
时隔离室、防控物资储备室及相关公
共活动区域，实地查看防护人员配
备、防控措施落实、防护物资储备等
情况，认真听取学校关于防控、师生
信息排查等工作情况汇报，要求相关
负责人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护工作责
任，确保绝对安全，万无一失。在实
小启平分校，商建明对项目建设规
划、进度等情况详细询问，要求抢抓
时间节点，加快项目推进，确保相关
工程早日竣工使用。

在随后召开的汇报会上，商建明
详细听取相关工作情况汇报，并就有
关事项现场会办交办。商建明指出，
教育是最大的民生工程，学校复课工
作事关广大师生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涉及面广、社会关注度高，容不得
丝毫松懈和麻痹大意。要切实抓好
疫情防控工作，对照省、盐城市开学
评估标准要求，加强涉外教师、学生
情况排查，严格执行入学真实申报和
隔离制度，切实把好输入关口。要保
障红外线测温仪、口罩等防护物资储
备，强化部门沟通协调，努力形成防
疫合力。相关部门要加强防疫指导，
精益求精、尽心尽力做好老师、学生
和家长工作，加强情绪引导安抚，确
保各项措施抓细抓实抓到位。要加
快教育重点项目建设，聚焦时间节
点，打足人力物力，并进一步完善优化相关建设方案，着
眼长远，科学规划，因地制宜，综合施策，确保把好事办
好，实事办实。要致力提高教育质量，坚持目标导向、问
题导向和实绩导向，做大优质教育资源总量，优化优质
教育资源布局，更好满足市民群众教育需求，全力推进
教育事业发展迈上新台阶。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爱东，副市长孙燕春参加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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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戴海波）3月25上午，市委书记陈卫
红到安丰镇调研。她强调，要抬高起点、高标定位，夯
实举措、创新发展，进一步做大总量做特产业，做精城
镇做优旅游，做特社区做强党建，致力推动高质量发
展走在前列。

今年以来，安丰镇坚持“两手抓、两手硬”，招商引
资项目推进跑出加速度，新开工亿元以上项目7个，一
批项目上半年可竣工投产，形成新的增长点。陈卫红
先后深入到创普安机械、迈吉斯新材料、西臣仕空调
冷冻设备、和润电子、菲尔森智能装备等新开工项目
建设现场，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项目进
展、产品应用等情况，要求深化为企服务，加快项目建
设，力促项目早日投产达效。在尤利卡电气生产车
间，数台预制式变电站及数据中心同时安装调试，即
将发往以色列、蒙古等国。陈卫红与正在安装作业的
电气工程师亲切交谈，得知企业与ABB、西门子、施耐
德等长期合作，产品订单络绎不绝，畅销美洲、澳洲等

国家和地区，陈卫红对企业以高品质产品赢来客户点
赞，勉励企业开足马力赶制订单，更好满足市场需
求。瑾辰汽车饰件为上海通用定点供应商，主要从事
汽车格栅研发生产，目前全自动喷涂线无尘车间正在
调试，6月份可竣工投产。当了解到企业在手订单已
达1.2亿元，还将追加投资新建厂房扩大规模时，陈卫
红叮嘱安丰镇和相关部门主动靠前服务，助推企业快
速发展、做大做强。工业邻里中心项目集“吃、住、购、
娱、训”融于一体，建筑面积1.8万平方米，陈卫红要求
加快项目建设，力争年底投入运营。

在听取工作汇报后，陈卫红对安丰镇一季度各项
工作给予肯定，认为该镇招商引资成效明显、项目建
设快速推进、支柱产业特色鲜明、工业园区形成规
模。陈卫红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认真贯彻
新发展理念，始终保持发展定力，持续推进电子信息
产业强镇、新型城镇化样板镇、古街旅游名镇“三镇”
融合发展。要做大工业总量，一方面鼓励现有企业增

加投资强度，加快培植一批主业突出、辐射明显、竞争
力强的规模企业；另一方面紧扣产业定位，大力招引
体量规模大、科技含量高和产业链补链项目，不断增
添发展动能，为全年工业开票销售超50亿元奠定坚实
基础。要做精城镇功能，新镇区建设围绕提升公共服
务水平，扎实推进“6+N”功能配套，着力引进业态新、
形态好的房地产、商业综合体项目，进一步优化人居
环境，提升镇区品质。要做优旅游古街，围绕“吃、住、
行、游、购、娱”六要素，加大民宿开发力度，挖掘旅游
文创产品，真正让游客“留得住、不想走、还想来”。要
做特农村社区，因村制宜推进红安村农房改善，与特
色田园乡村建设、农业结构调整、农旅环线融为一体，
致力打造成村庄形态美、配套功能全、产业带动强的
新型农村社区。要做强党建品牌，加强基层党组织建
设，让“党建丰产方”成为动力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
提供坚强保障。

市委常委邱海涛参加活动。

陈卫红到安丰镇调研时强调

聚力融合发展做大做强镇域经济
致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

八里人家八里人家：：海角风洼展新颜海角风洼展新颜

三月的早晨，风和日丽，弶港
镇八里新型农村社区的幸福小广
场上，竹板欢快、歌声悠扬、舞姿
翩跹，精彩的文艺活动丰富了社
区群众的业余生活。刚跳完舞的
于楚梅说，社区里不仅环境整洁
美丽，而且还建有农耕文化园、乡
村文化礼堂等公益设施，让群众
有了休闲娱乐的地方，提高了住
户的生活品质。

社区里，风格统一的农村别
墅黛瓦白墙错落有致。在房屋外
形、标识设计及景观打造上，社区
深入挖掘八里的盐韵文化、农耕
文化、“八里风洼”红色文化以及弶
港渔业文化，充分展示非遗特色。
在基础设施配套上，严格按照“六

通十有”标准，全力做好道路、绿
化、路灯等配套设施的完善，努力
让居民的生活更加舒适便捷。

八里新型农村社区取名八里
人家，一期工程33幢66户彰显盐
渎渔家建筑风格的别墅楼已全部
交付使用，二期工程18幢36户正
在紧锣密鼓的推进之中，预计今
年下半年竣工交付。

在八里人家的建设过程中，
弶港镇采取“群众自治，民主管
理”的方式，在规划选址、户型设
计、工程推进及质量监督等各个
环节充分尊重群众意愿，倾听群
众意见，形成了政府引导、群众主
导的推进合力，确保新房如期保
质“交钥匙”。

■ 弶港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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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谢砚秋）日前，从省供销社五届理事会
第十八次会议上传来喜讯，市供销合作总社首次获
全省县级社综合业绩考评第一名。

近年来，市总社紧紧围绕全市“三农”工作，积
极承载服务乡村振兴任务，紧抓联合、整合、融合三
大关键，以高站位、高定位和高标准，推动为农服务
上水平登台阶，为全省面上工作提供了可复制经
验，发挥了较好的带头领向作用。2019年，市总社
首次进入全国县级社五强，12个基层社成为全国标
杆社，7个合作社成为全国示范社，时堰社获全国总
社金扁担改革贡献奖，“三仓模式”在全省推广。

供销社首获全省
综合考评第一名 记者 许翰文 文/摄

本报讯（记者 张莉琳）在位于经济开发区的广谦
电子车间内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20台机械钻孔
机和成型机高速运转，工人们正在对着操作台上的电
脑进行程序输入，将经过丝印工序后的产品放入成型
机形成成品，成型过程实行全自动化智能生产。

江苏广谦电子由昆山广谦电子投资，专业从事高
端线路板、新型电子元器件的研发制造。应用范围包
括工控产品、电源、汽车电子、医疗器械等，产品主要
供韩国LG、上汽集团、研华科技等许多知名企业。

大排版设计，产品每片面积比一般产品大20%，
生产效率比传统产品提高了30%。设备定制化、自动

化应用程度高，自动激光成像机、在线光学检测机、高
精度多层压机、全自动连续电镀线……400多台套国
内外领先的智能化数控设备将适时调运进场投入使
用，公司实现全制程生产后，每人每月产出比传统厂
家高出40平米，月产能达到8万平方米。

“公司目前订单饱满，F1工厂 20 台机器全部启
动。”厂长成厚文指向车间，后期还会增加60台钻孔机
和成型机，赶制订单。用于生产单面板的F2工厂土
建已完成。全部建成投产后，公司年可生产新型电子
元器件500万件、高端线路板300万平方米。

广谦电子尖端生产设备撩人眼
图为广谦电子车间一角。记者 张莉琳 摄

本报讯（记者 唐雅 通讯员 施峻 路前）记者近
日从市医保局获悉，自2020年 2月至 6月，对企业
职工医保单位缴费部分实行减半征收等优惠政
策。经初步核算，预计能为全市3892家企业减负约
5800万元。

减征期5个月里企业职工医保费单位缴费费率
由8%降至4%，个人缴费部分和用人单位参加生育
保险不实行减征。对于2月份已缴纳费用，市医保
中心重新核定应退费企业单位明细数据，从下月单位
应缴费中抵扣。同时，还将持续完善和优化医保经办
管理服务，确保实施减征不影响参保人员待遇。

企业职工医保费
实施阶段性减征

本报讯（记者 许翰文 通讯员 张俊宏 郁静涵）近日，
黄海湿地环境资源法庭前往盐城市大丰区，就被告人施
某某劳役代偿履行的相关事宜进行现场监督落实。

去年1月，省高院在东台法院设立黄海湿地环境资
源法庭，管辖盐城市和启东市、如东县的环境资源案
件。被告人施某某多次在大丰区非法猎捕国家保护的
野生鸟类，公诉机关在履行诉前公告程序后，向我市人
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为探索生态环境
修复责任承担方式，切实推进受损生态环境及时修复，
黄海湿地环境资源法庭与我市检察院、大丰区当地政
府、被告人就劳役代偿具体履行方式进行明确：施某某
每周1次至少3小时参加公益劳动，内容包括巡护防护
林、拆除非法设置猎捕工具、制止盗伐滥伐、巡视林场防
火、开展公益宣传等，由被告人所在地镇政府跟踪监管，
确保公益劳动效果。

黄海湿地环境资源
法庭首试劳役代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