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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一峰）眼下，磊达集团水泥、钢帘
线两大产业稳步进入双线告捷、轻步快进的新阶段。
1—7月份，集团旗下水泥和钢帘线两家公司实现销售
28.53亿元，入库税金7000万元，同比分别增长51.8%
和22.2%。

分析磊达经济运行情况，更为突出地体现在质量
效益的提升上。今年上半年磊达水泥产量增长1%，销
售收入增长33%；钢帘线产量增长4%，销售收入增长
7.2%。销售收入增幅明显高于产量增幅。

近年来，磊达紧扣国家产业导向深度转型发展，持
之以恒付出了不懈努力。前不久，省建材行业协会水
泥分会在磊达召开2018年会长办公会，高度肯定磊达
把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落实在顺应发展新形势的具体实
践之中，再度走在了全省、全国水泥企业转型发展的前
列。

从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与欧洲次贷危机

相继来袭，到早些年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去产能重环保
一系列政策举措联袂而出，磊达经受了前所未有的巨
大挑战。磊达人视危机为机遇，眼光向内向管理要效
益，前瞻未来推进企业深度转型。以2010年为界，磊
达的投入呈现出两点显著变化，从规模扩张向内涵提
升转变，更加注重绿色可持续发展。近10年来，磊达
公司技改总投入超10亿元，每一项投入都体现出技术
领先、注重效益、节能降耗、环保减排、循环经济的特
质。

水泥生产采用国内外先进设备和系统，确保水泥
生产技术水平同行领先。从在国内率先由动力煤改为
低品位低硫含量无烟煤煅烧工艺，到应用高效节能的
辊压机、球磨机联合粉磨技术；从低温余热发电机组年
发电量超过1亿度，到投入数亿元新上大布袋除尘密
封设施，再到采用德国鲁奇高压静电除尘技术年回收
粉尘近20万吨；从对环境质量实行考核结算一票否决

到全面整治厂容厂貌打造花园工厂，磊达水泥发展成
为国内设施最为先进、质量最为稳定、生产流程最为环
保的水泥生产企业之一，被列为全省水泥行业重点扶
持发展的三家本地民营企业之一。

钢帘线生产坚持把企业成长与转型升级叠加聚
合，积极调优生产配置，实施装备智能化改造，推动生
产方式向数字化、精细化、柔性化转变，成功开发出超
高强度钢帘线，实现了钢帘线从普通强度到高强度再
到超高强度三级跳，迅速跨入国内钢帘线产品质量最
优企业行列。

与此同时，磊达人总结数十年的经验，融接现代企
业管理制度，探索出富有“磊达特色”的分档考核结算
体系。把环保、安全、质量、效益等生产要素分成四档，
设立了从集团到各分公司、分厂的多层级督查组织，每
周通报发现问题，落实处理情况，按月严格考核奖惩。
严密细致的磊达管理源于生产实践，（下转第二版）

磊达集团两大主业高开稳走比翼齐飞

本报讯（记者 王建生 通讯员 夏海东 刘智）连日
来，市交通运输局从多方面入手，积极开展出租汽车
行业专项整治，规范出租汽车经营行为。

针对市区出租车车内环境不整洁、座套破损、气
味不佳等问题，市交通运输局拨出专门经费，为全市
383辆出租车统一更换座椅套，结合座椅套更换，逐车
落实规范出租车车门字号、顶灯、服务监督卡、收费标
准、计价器及监督电话。新的座椅套后背统一印有创
文宣传标语和出租车行业服务规范，而且还带有出租
车电召平台二维码，乘客只要扫一扫就可以通过电召
平台叫车。

督促落实4家出租汽车企业，加大日常宣传教育
力度，通过定期召开驾驶员会议、发放宣传资料、推送
微信、签订“安全驾驶、文明出行”的文明城市创建承
诺书等多种形式对从业人员进行宣传教育，号召广大

出租车司机共同参与“创文”行动，从自己做起，从小
事做起，保持车内良好环境，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
驶，规范服务，文明出行，积极主动为全市“创文”工作
作出贡献。

抽调执法人员会同各出租公司管理人员在火车
站、汽车客运站、宾馆、商场等出租车待客点对出租车
进行检查，重点查处出租车拒载、甩客、不按规定使用
计价器、不出具发票等违法经营行为。加大出租汽车
服务质量信誉考核和信访投诉考核工作力度，不断规
范出租汽车经营行为。

交通局划拨专款为出租车“梳妆”

本报讯（记者 朱江）8月 15日，12名来自上海城
建职业学院经济贸易学院的师生对我市特殊教育学
校进行了主题为“天使之行”的捐赠仪式。

我市特殊教育学校是以听障、智障少年儿童为施
教对象，集学前康复、九年义务教育于一体，并承担全
市随班就读和“送教上门”业务指导的综合型特殊教
育学校。“天使之行”爱心捐赠活动作为上海城建职业
学院的一项暑期实践活动历来有之，此次将活动地点
选在东台，希望以此为契机与东台建立长期合作关
系，共同关爱残障儿童。

此次活动共捐赠学习用品107份。实践组还实地
走访了该校四名特困学生家庭，为他们送上相关生活
用品。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为残障儿童献爱心

本报讯（记者 唐雅）8月16日上午，省人大常委会
环资城建委委员张弛、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李闽带队
来我市，对省不动产登记条例进行立法调研。市领导
崔康、陈晓俊、黄淑华参加调研座谈。

座谈中，我市参会人员结合相关部门职能，立足
基层情况和工作实际，在会前认真进行调研和准备，
在会上紧扣主题积极发表建议意见。调研组认为我
市人大和相关职能部门负责同志所提出的意见质量
高，针对性、操作性强，对完善条例具有较强的建设性
作用。他们将对这些意见和建议进行梳理提炼，确保
可操作性和实效性。

省人大来我市
开展立法调研

本报讯（记者 戴海波）8月16
日上午，中粮肉食正式签约成为
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签约授
牌仪式在我市沿海经济区中粮肉
食江苏公司举行，中国航天基金
会理事长吴志坚、中国肉类协会
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陈伟、中粮
集团行业资深总经理兼中粮肉食
董事长江国金、我市市长王旭东
出席会议并致辞。

王旭东在致辞中简要介绍我
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东台素有

“黄海明珠金东台”的美誉，连续
17届进入全国百强县（市）排行。
东台工业经济基础较好，连续三
年跻身全国工业百强县，形成了
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
能源、海洋生物、智慧产业“3+2+
1”产业体系。东台现代农业发展
成效显著，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园
区建设水平和农业现代化综合水
平位居全国前列。近年来，我市
加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空铁公
水”立体交通网络健全畅通。东
台高质量发展区域领先，沿海实
现“零化工”和“零重工”。沿海经
济区坚持“大健康、大旅游”产业
定位，扎实推进“一片林”工程，更
好保护自然资源，不断厚植生态
底色。

他说，此次中粮肉食冠名“中
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是一次强
强联合、优势互补、共建共赢的合
作。东台沿海良好的生态环境为
中粮肉食的优质健康肉品生产提
供了良好的源头保护。希望中粮
肉食江苏公司主动融合航天科技，加快产品创新研
发，努力为市场提供更多健康优质的肉制品，带动引
领我市农产品加工业转型升级。他要求，沿海经济区
要继续主动靠前服务，加强要素协调，助推企业做强
做精。

江国金表示，将以此次签约为契机，通过严苛的
“食品安全五道关”管控，持续追求极致的质量与安
全，把“餐桌上的事业”做好、做精、做强。中粮肉食还
将深化与东台合作，打造绿色可循环的农业产业链，
为推动东台农业高质量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会前，与会人员集中参观了中粮生态猪养殖展示
厅、屠宰车间以及制品车间，近距离参观肉制品生产
过程，对中粮肉食从养殖、生产到加工等近乎苛刻的
管控给予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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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5 日，市人民医院义诊队在弶港中心卫生院门诊大厅问诊，纪念首个“医师节”。义诊现场，各科专家、
主任一字排开，望闻问切忙得不可开交。接下来的几天，市人民医院将开展一系列的专家下乡义诊活动，足迹遍
及弶港、溱东等镇。 记者王建生 叶海慧 通讯员 马羚 摄

这是一次从未经历过的、充满悲伤的采访。
被采访的人，无论是亲友还是普通群众，一提及她，不是嚎啕痛哭，就是

无语凝噎。究竟是怎样的故事伤及心底痛入骨髓，让大家如此动容？
原来是她，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渔家妹子丁先兰——

记者 张仁干 蔡凤军 陈美林

这个夏天，我市文化艺术界
都在默默地惦念着丁先兰这个名
字。

无论是长江以南的海防老
兵，还是黄河以北的新四军后代
们，在她病重期间，前往探望慰
问，去世后又前来沉痛悼念。

有人说，她一个普普通通的
渔家女，何德何能？然而又有人
说，她有德有能，这是她几十年的
人格魅力换来的。

“我是大海的女儿”

时间回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弶港海边，一个贫苦
的渔民家庭迎来了一个女婴，唱道情的父亲为女婴取名
先兰，希望她如兰花一样高贵优雅，蓝海一般胸宽志
远。

吹着海风长大、枕着涛声入睡，小小的丁先兰在海
边无忧无虑地成长着，一日日，她从父亲丁长山赶海打
鱼的背影里感受了艰辛和坚韧，她从母亲许修云在闪烁
的星光下传讲的大海故事里接受了无私和自信。

“我是渔家的丫头，大海的女儿。”丁先兰不止一次
这样说。

她曾说过，她喜欢海浪花一辈子，喜欢海文化一辈
子，喜欢海涂美一辈子。

十五岁那年，丁先兰开始牵帆赶海，在风口
浪尖摸爬滚打，她还光荣地成为了一名基干民
兵，一手握钢枪一手拿网梳，参加海边巡逻和海
岸演练时，成为渔村女民兵守海精武的“标杆明
星”。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她走上了舞台。当时
的弶港亟待“文艺的复兴”，“兵家之港”的弶港
军民宣传队诞生了，丁先兰是成员之一，她和其
他9名渔家女与驻地部队10名战士一起演绎
着海防人、海防团、海防事。军民团结，鱼水情
深，她与弶港守备连官兵结下了纯真的兄妹情
谊。

她的歌喉高亢甜美，她的舞姿翩跹动人。
然而，随着长大，琐碎的生活渐渐覆盖了梦想。此后的
岁月里，丁先兰和所有普通人一样，工作、成家、育女，
渐渐地脱离了文艺演出这条线。谁都以为，往后的日
子，丁先兰还将如此普通，包括她的爱人，她的女儿。

然而，大家都没有猜对。在丁先兰的心里，梦想从
未熄灭。

2004年，随大女儿在深圳生活的丁先兰羡慕地看
到，（下转第二版）

她从大海走来

本报讯（记者 许翰文 通讯员 夏裕峰）近日，市人
民法院一篇案例入选中文核心期刊《人民司法》，这是
该院连续第三年有案例入选该期刊。

近年来，该院将调研工作作为造浓学术氛围、培
养优秀人才和提升司法公信的重要抓手。今年以来，
一篇案例入选《最高法院公报》，创造了近5年连续有
4则案例被刊用的纪录。1件案件入选2017年度全国
十大执行案件，1件案件入选江苏十大环境资源审判
案件，4篇论文在省学术研讨会获奖。

法院一案例
入选《人民司法》

8 月 16 日，《东台百岁寿星图谱》在东台镇金墩社
区书屋上架，成为社区居民的抢手读物。该书收录了
全市 125 位百岁老人富有特色的档案、新闻图片及长
寿秘诀。到目前，全市拥有百岁老人近 900 人，最长寿
的已达108岁。 邹鹏安 鲍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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