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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丰，靠海而生，咸咸的海风吹
拂着祖祖辈辈，如何因海而兴、借海
而强，每一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绚烂
的“海洋梦”。

建港，是走向蓝海的第一步。
上世纪90年代初，仅凭一辆旧桑塔
纳、35万元启动资金，大丰港一班创
业者在百里荒滩、万顷湿地开始抛
洒满腔热血。这不是一个群体的单
兵作战，而是一场目标明晰、接续奋
进的伟大征程。在市委、市政府的
坚强领导下，大丰历届党委政府带
领广大干部群众上下一心、凝神聚
力建设大丰港。

经过20多年的艰苦创业，大丰
港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成长
蜕变：1995年大丰港规划获批，1998
年在茫茫的沿海滩涂上大丰港动工
建设，2005年一期码头正式通航，
2006 年获批国家一类开放口岸，
2015年批准设立苏北首家县级保税
物流中心（B型），2019年开通“沪丰
通”模式，与上海港建立战略合作关
系。今年，大丰港实现了对韩主要港

口全覆盖和东南亚直航航线首航。
前不久，进境肉类、水果综合型指定
监管场地获批，大丰港开放至今累计
征收关税161.8亿元，被全球排名前
20的干线船公司纳入其进出口业务
服务网络，大大降低了盐城及周边企
业开展进出口业务的物流成本。通
过20多年的不懈努力，一座新兴大
港屹立于黄海之滨。

黄海见证变迁，滩涂放飞希
望。特别是近年来，市委、市政府举
全市之力支持大丰港建设现代物流
枢纽港，大丰港建设全面“加速
度”。我区强化盐城港发展的整体
思维、大局思维，勇挑重担、不负众
望，大丰港建成万吨级泊位19个，
开通国际集装箱航线7条，拥有全国
最大风电装备出口基地、全国沿海
第二个进口粮食海进江减载口岸、
全省唯一进口木材熏蒸基地，2019
年港口吞吐量、集装箱标箱分别占
盐城港的65%、98.5%，大丰港已经
成为盐城港名副其实的龙头港、核
心区。

海港控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
长陶莹是这个奇迹的直接见证者、
更是主动参与者。从1993年开始，
他参与大丰港的规划、论证和建
设。2005 年大丰港一期码头建
成。2006年6月，国务院发文批准
大丰港为国家一类对外开放口岸，
大丰港成为江苏省继连云港后第二
个沿海一类开放口岸……他见证、
参与了大丰港的每一步成长。作为
港口物流专家，他牵头参与港口运
营管理，数十年如一日，以高度的责
任心和使命感投身港口建设。今年
10月，区政府与盐城港控股集团签
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在他看来，这
是盐城港“一港四区”整合发展的重
要成果，也是大丰港发展的又一个
重要里程碑。

“大丰港承载了72万大丰人民
的海洋梦，我们会坚持不懈走下
去。”陶莹表示，大丰港入股盐城
港，意味着站在了“巨人的肩膀
上”，大丰港在盐城和大丰人民心
目中的地位会越来越高，对大丰、
盐城乃至全省开放发展的推动力
会越来越强。全力以赴发展大丰
港，绘制更美的“海洋梦”，大丰人
一如既往、坚定前行。

大丰港的建成历经重重考验、克服
重重困难。在一些参与者的讲述中、在
一些胶片的影像中，我们能够感受到建
港初期环境之恶劣、条件之艰苦，在满
眼的盐碱地、芦苇荡和港汊中，大丰港
人用牛车和自制轨道运输小火车，生生
在一片泥泞中打开了新天地。

“自力更生、不等不靠，淡泊名利、
甘于奉献，坚持不懈、接续奋斗，开拓创
新、开放包容”，这是大丰港人创业历程
的真实写照，也是大丰港精神的高度缩
影。一直以来，就是秉承着这样的大丰
港精神，大丰港励精图治、不断壮大，为
全区沿海开发作出了突出贡献。

新时代呼唤新作为，当前大丰港
发展打开新格局、建设进入了全新阶
段，更是需要把大丰港精神继续发扬
传承下去。

我们仍需自力更生，继续坚持和大
力弘扬好传统、好作风，始终胸怀全局、
维护大局、服务发展，把上级的各项决

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充分发挥大
丰港龙头引领作用，努力把“一港四区”
协同高效发展的蓝图早日变为现实。

我们仍需坚持不懈，抓住重点，精
准发力，持续用力。抓好港区经济运
行，做大做强现实增长点，突破重大项
目，围绕“四大经济”和“3+3+3”产业
定位，推动重大项目集聚、企业集中、
产业集群。

我们仍需不断开拓创新，强势推
进产业转型，全面放大资源资产优势、
上海优势、定位优势、中韩优势、金融
优势等发展优势，让大丰港成为盐城
市港口建设和发展的主力军。

我们仍需勇于担当和甘于奉献，
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
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一张蓝图绘
到底，发扬钉钉子精神，接续奋斗。每
一个人的平凡坚守与点滴付出，终将
汇聚成灿烂的星河。相信大丰港的未
来，有你有我更精彩。

把新时代大丰港精神发扬好

大港时代 生逢其时

满载希望的巨轮扬帆启
航，当前，大丰港已经进入高
质量发展的“快车道”，建设亿
吨大港迫在眉睫、时不我待。

一个个政策“东风”为“大
丰港号”破浪前行打开新格
局。港口与岸线是盐城重要的
核心战略资源。今年6月份，
市委、市政府立足长远，策应长
三角一体化、淮河生态经济带
等国家战略，优化整合港口资
源，成立盐城港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推动“一港四区”协同高
效发展。今年10月，盐城港控
股集团与我区签订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标志着大丰港正式入
列全市港口一体化的组团，这
无疑为大丰港乃至大丰全区发
展注入了新的强劲动力。

放眼发展新格局，融入盐
城港口一体化，推动差异化经
营、特色化发展，“大丰港号”
踏浪前行号角已经吹响。记
者从大丰港经济开发区了解

到，港区正抢抓发展机遇，大
力实施能级提升工程，推动通
航、靠泊、堆存、疏港能级以及
服务功能全面提升，全力加快
15万吨级深水航道、100万标
箱国际集装箱智慧物流中心
等重大配套工程建设。据了
解，“十四五”期间大丰港码头
及配套投资将达到100亿元，
盐城港大丰港区发展必将实
现质的飞越。

大丰将在更加开放的格局
中深耕前行。作为沿海开放、
接轨上海的主阵地，大丰港将
继续深化与上海港合作，努力
将苏北和淮河生态经济带流
域外贸货源向大丰港集聚，并
依托中韩（盐城）产业园临港
产业配套区，参与建立“中韩
快捷通道”，力争“十四五”末
大丰港货物吞吐量达到 1 亿
吨、100万标箱，发挥担当全力
提升盐城港在全省港口中的
地位和作用。

“大港起兮云飞扬”系列策划一

拼搏 “海洋梦”从这里开始 机遇 剑指深蓝奋进正当时

大丰港大丰港
大事记大事记

1995年
大丰港规划获批。

1998年
大丰港动工建设。

2005年
一期码头正式通航。

2006年
获批国家一类开放口岸。

2015年
批准设立苏北首家县

级保税物流中心（B型）。

2019年
开通“沪丰通”模式，与

上海港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2020年
大丰港实现对韩

主要港口全覆盖和东
南亚直航航线首航。
今年 10月，盐城港控
股集团与我区签订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大丰
港正式入列全市港口
一体化的组团。

融媒记者 杨 燕

本报讯 近年来，新丰镇夯实企业
主体责任，加大环境监管力度，扎实推
进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坚决打赢污染
防治攻坚战。

位于该镇的致远印染有限公司，
2018年至 2019年因多方面原因而停
产，今年年初由新股东重新启动运营。
该镇主动跟踪服务，协调企业完善好污
染防治设施，帮助企业将新上的污染处
理设施与区生态环境局联网，实现在线
监控，还对锅炉尾气处理设施重新设
计，在原来水幕除尘的基础上安装脱硫
脱硝装置，确保各项污染物达标排放。
下一步，该镇将对全镇工业企业进行巡
查监管，不断夯实企业主体责任，积极
指导和服务企业，在一线发现问题、在
一线解决问题，确保各项防控措施得到
全领域监管、全过程治理、全方位落实，
切实打通污染治理“最后一公里”，为企
业发展壮大和镇域经济稳步健康发展
夯实基础。

（顾晶晶 李忠兵）

新丰镇夯实主体责任
强化环境监管

本报讯 近日，区农业农村局出台
的《工作餐管理办法》正式施行，这是该
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制
止餐饮浪费行为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
步推进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市、区有关
规定制度监管考核的切实之举。

《办法》以区纪委、文明委联合印发
的《关于开展“三限两倡一带动”，杜绝
餐饮浪费的实施意见》为指导，突出过

“紧日子”的生活理念教育与过“严日
子”的纪律作风养成，主要包括需要安
排工作餐的情形、用餐标准，用餐方式
以及申请、审批，文明节俭用餐，餐费规
范审核报支等方面。《办法》研究制定
后，该局结合开展反腐倡廉和反对浪费
主题教育，迅速抓好从局机关到所属单
位的严格执行。印制工作餐审批表、餐
用券领用审批表等，坚持规范管理。同
时，加强对工作餐费用支出和餐饮过程
中的人为浪费情况实施抽查或监督检
查，杜绝餐饮浪费行为，形成勤俭节约
的生活作风。

（朱明贵 潘婷）

农业农村局以制度
管理杜绝餐饮浪费

第二部分 安全作业

26．使用劳动防护用品要注意什么？
在工作场所必须按照要求佩戴和使用

劳动防护用品。劳动防护用品是根据生产
工作的实际需要发给个人的，每个职工在
生产工作中都要好好地应用它，以达到预
防事故、保障个人安全的目的。使用劳动
防护用品要注意的问题有：

（1）选择防护用品应针对防护目的，正
确选择符合要求的用品，绝不能选错或将
就使用，以免发生事故。

（2）对使用防护用品的人员应进行教
育和培训，使其能充分了解使用目的和意
义，并正确使用。对于结构和使用方法较
为复杂的用品，如呼吸防护器，应进行反复

训练，使人员能熟练使用。用于紧急救灾
的呼吸器，要定期严格检验，并妥善存放在
可能发生事故的地点附近，方便取用。

（3）妥善维护保养防护用品，不但能延
长其使用期限，更重要的是能保证用品的
防护效果。耳塞、口罩、面罩等用后应用肥
皂、清水洗净，并用药液消毒、晾干。过滤式
呼吸防护器的滤料要定期更换，以防失效。
防止皮肤污染的工作服用后应集中清洗。

（4）防护用品应有专人管理，负责维护
保养，保证劳动防护用品充分发挥其作用。

【专家提示】
选择劳动防护用品要注意适

用性，必须根据不同的工种和作
业环境以及使用者的自身特点等
选用合适的防护用品。如耳塞和
防噪声帽（有大小型号之分），如

果选择的型号太小，就不会很好地起到防
噪声的作用。

27．如何正确佩戴安全帽？
（1）首先检查安全帽的外壳是否破损

（如有破损，其分解和削弱外来冲击力的性
能就已减弱或丧失，不可再用），有无合格
帽衬（帽衬的作用是吸收和缓解冲击力，若
无帽衬，则丧失了保护头部的功能），帽带
是否完好。

（2）调整好帽衬顶端与帽壳内顶的间
距（4～5厘米），调整好帽箍。

（3）安全帽必须戴正。如果戴歪了，一
旦受到打击，就起不到减轻对头部冲击的
作用。

（4）必须系紧下颌带，戴好安全帽。如
果不系紧下颌带，一旦发生构件坠落打击事
故，安全帽就容易掉下来，导致严重后果。

现场作业中，切记不得将安全帽脱下
搁置一旁，或当坐垫使用。 （未完待续）

工伤预防知识100问
江苏大丰沿

海开发集团有限
公司负责实施的

大丰干河西侧土地整理工程，合同估算额约7.2万元，工
期15日历天。现对社会公开招标，具有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核发的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且
有安全生产许可证的独立法人企业均可报名，请报名意
向单位2020年11月26日17：30时前登录江苏双清工
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大丰分公司网站http://www.
leihuazixun.com/在 线 报 名 。 咨 询 电 话 0515-
69968722、15851000787联系人：王佳伟，联系地址：大
丰区大中大中街道大学生创业园四号楼3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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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公告

●大丰区锋源
家庭农场遗失基本
存款账户开户许可

证 一 本 ，核 准 号 ：J3116002379101，编 号 ：3010-
05160121，声明作废。

●江苏登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遗失“江苏登湛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农民工工资专户”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启事

本报讯 连日来，南阳镇持续强化
河长制工作治理效能，开展河道漂浮物
打捞工作，打造整洁优美、水清岸绿的
河道环境。

加强组织领导。专题召开推进会，
按照“不怨上游、管住自身、抓住干流、
控制支流、应急治水、根本在岸”的要
求，对河面漂浮打捞行动进行部署安
排。各村（居）积极行动，严格按照上级
要求对全镇境内实行河长制的95条河
道，其中区级河道7条、镇级河道11条、
村级河道77条，共266.2公里，进行全面
打捞清理。突出重点河道。以区级及
镇级河道为重点，围绕村级河道、主要
交通要道沿线、进村主干道两侧河道、
集中居住点周边河道，全力开展打捞行
动。细化工作任务。形成镇、村、组管
护队等多级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合力
推进。镇河长办把任务分解落实到每
一条线、每一个部门、每一个人，做到人
员、措施、责任落实到位，确保河道整治
工作取得实效。

（朱婧 陈洪林 陈广斌）

南阳镇打捞河道
漂浮物促水清岸绿

3法 治■责任编辑：肖 卫 韦 蔚 ■组 版：陈妍妍 ■电话：82032419

FA ZHI
2020年11月20日 星期五

“我们应该对党忠诚，服务人
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全心全意
为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而努力工作。”这是区社区矫正
管理局局长卞元英常说的一句话。

15年的基层社区矫正工作中，
卞元英坚守初心，全身心投入到这
份事业中，以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
精益求精的担当精神，构筑起一道
特殊人群服务管理的安全稳定防
线。先后获得全省“安置帮教工作
先进个人”、盐城市“政法系统”先进
个人、“社区矫正工作先进个人”、大
丰区“十佳政法干警”等称号。

靠前服务，争当“急难险
重”领航员

2005 年，区司法局试点社区矫
正工作。全新的工作领域和管理模
式都等待去探索，而“急难险重”又
是社区矫正工作的常态。多年来，
卞元英坚持守土尽责，解决了一个
又一个疑难案件，为无数迷途人生
校准航线。

社区矫正对象沈某家境困苦，
长期漂泊在外。眼看规定报到时
间临近，心灰意冷的沈某仍然拒绝
提供详细住址，迟迟不来社矫机构
报到。为避免沈某被撤销缓刑收
监执行，卞元英始终没有放弃，每
天坚持发送短信，劝说沈某珍惜来
之不易的社区矫正机会。此外，她
还千里迢迢赶赴外省判决法院，商
请法院协助查找沈某，同时动员沈
某亲属用亲情温暖他。最终促使
沈某主动回到原籍大丰接受社区
矫正。这样的例子，在卞元英的工
作中数不胜数。

善于创新，勇当社区矫正
先行军

坚持开拓创新，促进社区矫正
对象顺利融入社会、预防和减少重
新犯罪始终是卞元英不变的工作追
求。在她的牵头组织下，我区在全
市率先实施精准矫正和个别化矫正
工程，有效维护了全区社会的和谐
稳定。

她带头开展“心理矫治”工作，
建成多个心理咨询室，组织实施“社
区矫正对象心灵健康成长护航”项
目，累计提供帮助 933 人次。她引
进“RNR”（风险-需求-响应）智能
互联精准矫治系统，对每一名矫正
对象实施个性化矫正方案。她牵头
与盐城监狱共同推进实施联动共
建，探索制定了联席会议机制、疑难
问题处置机制、绿色通道机制，共建
社区矫正项目、监狱文化改造项目、
出监教育项目，成立驻盐城监狱公
共法律服务中心、区非诉讼服务中
心驻盐城监狱分中心 2个机构，架
设一条教育专线的“3321”联动机制
实施方案，推动刑罚执行一体化工
作向纵深发展。她还积极推动提档
升级全区社区矫正中心，成功构建
了社区矫正系统“一平台”，区社区
矫正中心、社区矫正分中心“两中
心”，矫务通、在矫通、协矫通“三通”
的“一平台两中心三通一微”1231智
慧矫正信息化新格局，将教育矫治
向“专科门诊”转变。

勇于担当，甘做抗疫一线
守护者

2020年春节放假前最后一个工
作日，卞元英刚到班就接到基层司
法所的电话报告，该所摸排到一名
新入矫社区矫正对象杭某刚从湖北
省回丰报到。

当时，新冠疫情形势还未明朗，
卞元英坚持将摸排区域扩大到整个
湖北省回丰人员。“宁愿多做一些，
社区矫正工作在这种时候经不起一
点差错！”她立即向区卫健委书面通
报情况并积极采取措施。在详细了
解杭某身体状况及回丰路线、所乘
交通工具后，她主动咨询区疾控中
心疫情防控措施，同步指导司法所
开展监测工作，确保矫正零风险。

15年来，在社区矫正工作战线
上，卞元英用坚韧化解疑难，用细致
落实矫正管理，用感召力推进矫正
创新。在她的帮助下，4000多名社
区矫正对象顺利融入社会，开启新
的人生。

卞元英：至真至诚，为社区矫正对象“导航”
融媒记者 薛思思 通讯员 李晟浩 季 颖

11月18日，市公安局在我区开展全市集中销毁非法枪爆物品活动。活动以“除枪爆 护稳定 保民安”为主题，
集中展示今年以来全市打击枪支爆炸物品违法犯罪专项行动以来取得的成果。 杨家明 李馨 摄

近年来，在白驹镇的集镇街道和农
村社区网格内，经常看到一群忙碌的身
影。他们向群众宣传政策法规、通报社
区治安形势，引导群众自觉学法、守法、
用法；采集基础信息，及时做好登记上
报和情况反馈工作；登门调解民事纠
纷，帮助特殊群体解决生活上的实际困
难……他们就是被称为社区“大管家”
的白驹镇社区网格员。

白驹镇狮子口村网格员陈加祥积
极排查网格内各类矛盾纠纷，为群众
排忧解难。辖区内几家玩具加工点电
动车充电存在私拉乱接现象，尤其是
充电存在安全隐患。陈加祥多次督
促，建议修建了统一集中充电点，既解
决了私拉电线的问题，又解决了职工
停车难、车辆乱停乱放等问题。社区
一家机械厂凌晨三四点钟启动机器工
作，影响居民正常休息。他得知情况
后，多次登门做思想工作，最终工厂和
居民达成协议。

白驹镇洋心新型社区网格员朱小
云充分运用自己担任妇女主任时累积
的知识，耐心为群众解答问题，并经常
组织社区内高龄妇女参加计生服务站

的“三查”，摸排孕妇及新生儿的信息采
集。她还把妇保医生的电话号码随身
携带，方便居民及时打电话咨询。在群
众问询过程中，她总是坚持“热心、耐
心、细心、诚心”的工作作风，做到“群众
的需求多问一句、群众的难题多想一
点、群众的不知多说一次、群众的不快
多管一管”。

今年56岁的朱宜华是窑港村一名
热心的社区网格员。他一直把网格当
作自己的家，网格内的居民也都把他当
作自己的家人。多年来，他一直坚持

“一日双巡”，将巡查情况记录在民情日
志中，社区里的一点一滴、居民的大事
小事烦心事，只要朱宜华看到、听到、了
解到，他都会在民情日志上体现出来，
而且事事有着落。今年6月，他冒着高
温在社区巡查时发现网格内有一段路
道存在安全隐患，便及时向村主要领导
汇报，组织挖机及时帮助修筑，保证了
夏收农产品销售的道路畅通。

（周继坤）

小小网格员 社区“大管家”
——记白驹镇社区网格员二三事

本报讯 近日，区市场监管局组织
开展电动车市场“百日大整治”，以全区
二轮、三轮、四轮电动车，超标电动自行
车等“非标”车辆以及相应配件的生产、
改拼装、销售企业、门市为重点整治对
象，着力加强电动车市场的生产、销售
行为监管，规范电动车市场经营秩序。

加强宣传引导。所属各基层分局
向辖区电动车及其配件生产经营者逐
户发放《致广大机（电）动车生产、经营
单位的一封信》，要求经营者规范进货
渠道，健全台账资料，自觉守法经营。

严格执法监督。对城区人民路段电动
车集中销售门店进行重点检查，严查销
售未经 3C认证的电动自行车、拼（改）
电动车、“三无”电动车等违法行为。畅
通投诉渠道。加强对消费者的警示教
育，及时受理处置电动车质量问题投诉
举报，做到有问必答、有诉必接，切实保
障消费者合法权益。截至目前，已检查
各类电动车经营门店68家，涉及品牌
23个，立案查处2件，查扣涉嫌非法改
装电动车1辆。

（陈浩伟）

市场监管局多措整治电动车市场

本报讯 连日来，区法院党组高度
重视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
神，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

提高政治站位。该院要求全体干
警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
决策部署上来，认真学习全会精神，通
过线上学、线下学、集中学、自觉学等方
式，形成浓厚的学习氛围，引导干警真
正做到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提高大局意
识。以学习贯彻落实全会精神为契机，

激发干警干事创业的工作激情，提升干
警拼搏奋进的工作动力，引导干警树立
担当作为、服务保障发展的意识。坚持
问题导向。认真分析研判年初以来审
判执行工作情况，强弱项补短板，加强
审判管理，推进均衡结案，采取有力举
措推进积案化解，切实提升结案率和案
件质量。继续加大执行工作力度，不断
提升执行质效，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和
满意度。

（董正远 前进）

区法院学习贯彻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走近网格员

加压站视频安装及入侵报
警系统安装工程已经有关部门
批准建设，现决定对该项目施
工进行公开招标选定承包人。
资质要求：具有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及以上资
质，且有安全生产许可证的独
立法人企业。。请申请人于
2020年11月22日下午5：30分
前到盐城宏源工程管理有限公

司（市区黄海西路28号、联系电
话：18962076160）报名，报名
经办人必须为本单位正式职
工，报名时须携带单位企业资
质证书、营业执照、安全生产许
可证、注册建造师资质证书和B
类安全考核合格证、授权委托
书、报名人身份证、报名单位为
其缴纳的养老保险缴费凭证
（以上均需交验原件，同时提供
加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并装
订成册），否则不被接纳。

2020年11月20日

招标公告

三龙镇斗龙港村生态环境
建设提升（垃圾分类）项目已经
有关部门批准实施，现决定对
该项目进行公开招标选定供货
商。资质要求：具有相关经营
范围的独立法人企业。请申请
人于2020年11月22日下午5：

30分前到盐城宏源工程管
理有限公司（市区黄海西路
28 号 、联 系 电 话 ：
18962076160）报名，报名

经办人必须为本单位正式职
工，报名时须携带单位营业执
照、授权委托书、报名人身份证
（以上均需交验原件，同时提供
加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并装
订成册），否则不被接纳。

2020年11月20日

招标公告（二次）

四卯酉闸供水改水工程监理
服务已经上级部门批准建设，施
工合同估算额约600万元，现决
定对外进行公开招标，择优选定
承包人。申请人应当具备的主要
资格条件：具有市政工程监理丙
级及以上资质或水利水电工程监
理丙级及以上资质或水利工程施
工监理丙级及以上资质或工程监
理综合资质的独立法人企业。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20年11月20日至2020年11
月25日17：30时前派员携带授
权委托书原件、报名经办人身份
证、营业执照、关于企业电子信

箱的函等资料（复印件须加盖公
章），到江苏建博工程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大丰区分公司(大丰区
高新技术区大数据产业园5号楼
4楼)办理报名手续并购买招标
文件，招标文件工本费500元/
份。友情提醒：授权委托书上必
须填写联系电话及微信号（或邮
箱），未提供或提供的联系方式
无效的所引起的责任由投标申
请人自行承担。

联系人：吕志发；联系电话：
18550675709 、 0515-
83556868

招标人：盐城市大丰区镇村
水务发展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江苏建博工
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大丰区分公司

招标公告

盐城鹤翔环境科技有限公
司受江苏盛屹金属科技有限公
司的委托，开展对“江苏盛屹金
属科技有限公司钢丝线及钢丝
绳制品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
现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向公
众进行信息公告。

江苏盛屹金属科技有限公
司于2020年在盐城市大丰港特
钢新材料产业园（南区）南港路
南侧，特钢园区三号路西侧建设

“江苏盛屹金属科技有限公司钢
丝线及钢丝绳制品项目”；本项
目投资22000万元，占地面积约
46384m2，包括年产27000吨钢
丝燃气加热电镀锌生产线1条、
年产17300吨钢丝燃气加热电
镀锌生产线1条、年产23200吨

钢丝燃气加热电镀锌生产线 1
条、年产17300吨燃气加热热镀
锌生产线1条、年产23200吨钢
丝燃气加热磷化生产线1条。

环评初步结论：本项目污染
防治措施可行，可实现污染物达
标排放，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
项目采取的风险防范措施可有
效降低事故发生率及减轻事故
影响。项目符合国家和江苏省
的产业政策及大丰区总体规划
要求，因此从环境保护角度评
价，本项目的建设是可行的。

相关信息以及报告征求意见
稿下载链接详见链接：https://
pan.baidu.com/s/1CQ41nC -
MwGlQ_pL95okUMMA 提取
码：ljwe。

环 评 单 位 联 系 人 ：周 工
（0515-89905159）

建 设 单 位 联 系 人 ：崔 总
（13063598883）

环评公示

现就盐城市大丰区新丰中学发卡机采购与
安装项目，对外公开招标，择优选定承包人。报
名单位的要求：具有发卡机供应和安装经历的独
立法人企业。报名者请于2020年11月20日至
2020年 11月 23日（上午8：30-12：00，下午2：
30-6：00），携带授权委托书原件、经办人身份证
原件及复印件、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复印件须装订成册并加盖单位公章）到江苏仁
禾中衡工程咨询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大丰区丰
尚国际1号楼9楼)办理报名手续并购买招标文
件，联系电话:15295367065。友情提醒：授权委
托书上未提供或者提供的联系方式无效的，所引
起的责任由报名单位自行承担。

盐城市大丰区新丰中学
2020年11月20日

招标公告

盐城市大丰区刘庄镇人民政府负责的“刘庄
镇串场河环境整治防洪排涝工程检测服务项目”
现决定对外公开招标。凡同时具有水利工程质
量检测乙级及以上资质的独立法人和省级以上
质量技术监督局颁发的资质认定计量认证证书
资质，核定项目至少包含：砼工程、岩土工程、金
属工程、量测、机械电气检测且信誉良好的独立

法人可派本单位正式职工在2020年11月20日
至2020年11月26日17:30时前携带下列资料
的原件及复印件（①资质证书；②营业执照；③企
业介绍信；④报名经办人身份证和关于企业电子
信箱的函。）到盐城市同洲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盐
城市大丰区上海花园18幢104室)办理报名手续
并购买招标文件。（复印件须加盖公章）

联系人：郭卫峰
联系号码：17396883600
地址：盐城市大丰区上海花园18幢104室

盐城市大丰区刘庄镇人民政府

招标公告

串场河大丰段沿线环境整
治防洪排涝项目-河道疏浚工
程（兴盐界河以南）的监理服务
项目经上级部门批准建设，现
决定对该项目进行公开招标，
择优选定承包人。

申请人应当具备的主要资
格条件：具有行政主管部门核发
的水利工程施工监理丙级及以
上监理资质的独立法人企业。

请申请人于2020年
11月 20日至2020年 11
月22日（节假日不休），每
天8：30至17：30到正信

伟业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大丰高新技术区五一路
5号希望小镇2-1号楼203室,
联系人：朱艳华，联系电话：
15151080751）报名并领取招
标文件，报名者需携带授权委
托书原件、营业执照及资质证
书复印件（加盖公章）。

招标人：盐城市大丰区草
堰镇人民政府

招标公告

串场河大丰段沿线环境整治防洪排涝项目
检测服务项目经上级部门批准建设，现决定对该
项目进行公开招标，择优选定承包人。

申请人应当具备的主要资格条件：具有独立
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人资格，具有水利工程质

量检测乙级及以上资质。
请申请人于2020年11月20日至2020年11

月22日（节假日不休），每天8：30至17：30到正
信伟业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地址：大丰高新
技术区五一路5号希望小镇2-1号楼203室, 联
系人：朱艳华，联系电话：15151080751）报名并
领取招标文件，报名者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原件、
营业执照及资质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

招标人：盐城市大丰区草堰镇人民政府

招标公告

根据项目招标投标的有关法律、法规、规章
和该项目招标文件的规定。以下项目中标人已
经确定，现将中标结果公示如下：

盐城市大丰区白驹镇马家村、团结村节点
绿化工程；中标候选人名称：江苏荣商建设有
限公司；中标价：133308.17 元 ；项目负责人：
韦龙友

盐城市大丰区白驹镇高铁沿线各村河道绿
化工程；中标候选人名称：江苏致桓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中标价：415880元 ；项目负责人：胡梓淼

自本中标公示起三日内，对中标结果无异
议的，招标人将签发中标通知书；如对中标结果
持有异议，请于有效时间内以书面形式向招标
人提出。

招标人：盐城市大丰区白驹镇人民政府
2020年11月20日

中标公示

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 依法严惩黑恶势力违法犯罪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知识产权民事诉讼证
据的若干规定》，保障和便利当事人
依法行使诉讼权利，保证人民法院公
正、及时审理知识产权民事案件。

据介绍，该司法解释共33条，着
力解决知识产权民事诉讼中与证据
有关的突出问题，推动构建激励、引
导当事人积极、主动举证的知识产权
民事诉讼制度。

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负责人说，
司法解释重点聚焦知识产权权利人

“举证难”，通过一系列“组合拳”式的
法律规则设计，依法减轻权利人举证
负担。该负责人表示，司法解释弘扬
诉讼诚信，引导当事人依照法律及司
法解释的规定，在知识产权民事诉讼
中积极、全面、正确、诚实地提供证据，
推动知识产权诉讼诚信体系建设。

司法解释还对知识产权民事诉
讼中的证据保全、司法鉴定、商业秘
密保护等作出了规定。司法解释自
2020年11月18日起施行。（新华）

最高法发布知识产权
民事诉讼证据司法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