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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夏静
华 顾亚娟）8月23日，在
劲松科技塑胶包装生产车
间一排排自动流水生产线
上，塑胶原料经过层层工
序后“变身”不同颜色、规
格的塑胶薄膜，一侧堆放
着一卷卷五颜六色的背心
袋半成品。这些半成品完
成全部工序后，即将发往
欧洲、非洲等地区。

总经理陈松柏说，在
经济形势下行压力较大
的情况下，企业要想稳重
求进，竞走国际大舞台，
核心还是产品。只有瞄

准需求，积极转型升级，
调整产品结构，才能赢得
市场。

劲松科技位于梁垛
镇，是一家专业从事塑料
包装制品生产及研发的
民营企业，拥有自营进出
口权。创办之初，企业主
要生产简易PP、PE材质
的服装、玩具塑胶袋等传
统产品，客户也是一些零
散的小客户。 近年来，
公司坚持以科技创新为
先导，不断加大投入力
度，推动产品提档升级、
管理提升水平。先后引

进了从塑胶吹膜、彩印到
制袋一体化自动流水生
产线，吹膜机组、彩色印
刷机组和全自动电脑制
袋机组等三大机组设备，
主要用于生产OPP、CPP
等高性能材质的背心袋、
连卷袋、礼品袋、风琴袋
和自封袋等附加值高、市
场前景好的产品。在调
整产品结构、提升产品品
质的同时，加大电子商务
推广力度，销售区域从国
内拓展到法国、新西兰等
国家及非洲地区。

今年5月，该公司又

投入 200 多万元新上全
自动背心袋生产线和吹
膜印刷生产线，大大提高
了产能。原先吹膜工序
与印刷工序是分开进行
的，现在一体化后产能翻
一番，而且更加节能。如
今，公司每个月可以生产
200吨左右。

前不久，一家日本企
业慕名前来公司考察后当
即敲定合作。下一步，公
司将进一步加大国际市场
开拓力度，努力提高出口
比重，力争由原先的三分
之一增加到三分之二。

劲松科技小小包装袋赢得大市场

本报讯（记者 王建生 通讯员 唐亚
军）8 月 23日，市科技局在市委党校举
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负责人知识产权培
训，全市重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负责人
150 多人参加了培训。这是该局开展

“服务企业深化年”活动、推进科技创新
服务的举措之一。

此次培训邀请了省专利信息服务中
心、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及盐城市科
技信息服务中心等单位的专家授课。专
家们贴近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际，普及
了知识产权基本概念、专利保护及专利
信息应用等基础知识，深入剖析了运用
知识产权战略与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促进企业发展之间的重要关系。整场培
训内容丰富、针对性强，提升了企业的知
识产权意识，使企业充分认识到以知识
产权战略推进转型升级的重要性。

规上企业负责人
参加知识产权培训

本报讯 (记者 顾敏)
日前，央视《光荣之路》栏
目组来到许河镇，对江苏
香叶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进行专访，这家公司生产
的专利产品海绵体园林
废弃物混凝土，具有一定
的抗压强度和良好的透

水及吸水性能，成为建设
海绵城市的首选材料。

江苏香叶建材科技
有限公司是许河镇一家
凤还巢招商引资项目，董
事长崔恒香原在上海从
事园林景观工程。近年
来，他瞄准海绵城市这一

“蓝海”市场，与上海有关
单位加强技术协作，研发
了一种海绵体园林废弃
物混凝土，这个产品是将
秸秆、废弃建筑垃圾等转
化成具有自循环功能的
环保材料，既具有传统混
凝土的抗压强度，又具有

优良的透水透气性，同时
还具有保水性能。

2015 年 12 月，崔恒
香回到许河镇创办香叶
建材科技公司，开始进行
海绵体园林废弃物混凝
土试生产。目前，新型海
绵体透水混凝土种植砖、

新型海绵体双废混凝土
砌石等相继问世，成为公
司的拳头产品，下一步将

进行标准化、规模化生
产，力争三年内把此材料
推向全国市场。

香叶建材：海绵型砖石受到央视关注

本报讯（记者 许翰文 通讯员 夏裕
峰）为落实普法责任制，市人民法院常态
化开展刑事审判进校区、民事审判进社
区、商事审判进园区活动。今年以来，已
开展相关活动40余场，发放普法宣传手
册5000余份，回答群众法律咨询200余
个。

市法院在每月的院务会上，对各部
门巡回审理的目标任务数及时序进度集
中督查。在选取案例上，坚持问题导向
和需求牵引，从受众最需要的法治知识
入手，选择危险驾驶、界址纠纷、买卖合
同等常见多发案例开展巡回审理。同
时，组织编撰《涉民生案例指引 50 条》
《德育普法宣传手册》等普法材料，由法
官集中讲解宣传，增强实效，不断提升人
民群众的法治意识。

市法院“三进”
活动成效显著

安丰镇利用原义乌小商品城打造全新的电商产业园，被评为盐城市电子商务示范园区。目前已有12 家电商
企业、5家物流企业入驻。图为电商产业园施工现场。记者 戴海波 摄

本报讯（万振宇 方
桂生 朱霆）连日来，梁
垛镇纪委举办廉政文化
书画展，吸引了不少干
群观看。

今年该镇组织开展
廉政文化进机关、进校
园、进社区、进村居活
动。注重创新载体，丰
富形式，力求在廉政文
化建设上取得实效，使
廉政文化入脑入心。利
用短信平台、微信群向
全镇党员干部发送勤廉

短信、勤廉故事。利用
镇勤廉广场设立廉政文
化宣传栏，不少单位设
立廉政走廊、在楼道张
贴廉政警示语，开设廉
政文化宣传橱窗。各级
党组织经常利用远程教
育站点，组织党员干部
观看反腐倡廉电教片。
开展廉政文化送戏下村
活动，创作排演的表演
唱《优良家风代代传》，
前不久参加了盐城市廉
政文艺会演。

梁垛镇廉政文化
建设有声有色

东进大道改造工程已经进入沥青摊铺阶段，图
为8月24日傍晚施工现场。 记者 徐越峰 摄

本报讯（记者 朱
江 通讯员 纪卫东）8月
24日，市司法局召开司
法系统重点工作推进
会。市司法局班子成
员、各镇（区）司法所
（分局）长，市公证处、
各律师事务所主任，局
机关全体同志参加会
议。

我市司法系统紧紧
围绕五大发展理念和全
市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突出维稳、服务，致力创
新、突破，积极落实司法
行政领域“防控风险、服
务发展、破解难题、补齐
短板”任务，不断巩固法
治宣传、人民调解、法律
服务和社区矫正“四个
全覆盖”成果，有效推进
了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会议要求，要扎实
启动“七五”普法工作，

大力推进社会组织培育
和发展，探索建立各类
保障机制，在下半年工
作中争一流，创特色。
要继续巩固“双严”整治
成果，加强信息技术防
控，同时不断提升法律
服务质效，积极打造“品
牌+特色”律所形象，助
推地方经济健康有序发
展。要强化队伍建设，
持续改进工作作风，全
面提升能力水平，打造
一支信念坚定、执法为
民、敢于担当、清正廉洁
的司法行政队伍，有效
保证各项目标任务顺利
实现。

会上，司法局相关
科室就下半年司法站建
设、特殊人群管理、法律
援助工作站、法治服务
站等重点工作进行了专
题辅导。

司法局召开重点
工作推进会

本报讯（记者 顾亚
娟）近日，在享有“全国
生态文化村”之称的新街
镇方东村，独具新街特色
的百年杨柳树、白果树、
九莲寺等都被“搬上”墙
头，清新质朴的田园文化
沾着水墨气息扑面而来，
一幅幅自然与艺术生动
结合、谐趣十足的乡间壁
画引来了当地村民的驻
足观赏。

这些墙绘出自22名

大学生之手。涂鸦是一
种大家耳熟能详的户外
艺术行为，它一度成为前
卫时尚艺术的代名词，但
大规模出现在农村仍让
人感到很新鲜。

负责此次墙绘活动
的葛永峰是新街人，作
为江苏省壁画学会理
事，同时也是这次“水墨
新街”的主要创作者，他
对家乡自然美景进行了
底稿设计，把画面与周

边环境有机融合，以中
国风水墨画为主，将设
计理念 传 达给大学生
们，让大学生自己领悟
创作，挥洒泼墨。

在方东村金线龟的
养殖基地，只见各式各样
的卡通乌龟布满了四周
墙壁，每一幅画都极其俏
皮可爱，与养殖基地内的
小乌龟们相映成趣。金
线龟养殖基地负责人钱
华说，这些大学生每天脚

踩脚手架，头顶烈日，画
得很用心。经过他们的
妙笔，整个方东村的文化
气息更浓了，连我的养殖
基地都显得十分有趣可
爱。

葛永峰告诉记者，此
次墙绘的主题是反映乡
村民俗、地方风貌，让人
们在亲近自然、领略乡村
美景的同时，更能感悟家
乡的文化。

写意景致清新灵动 卡通形象俏皮可爱

方东村民醉心大学生水墨新街画作

8 月 22 日，市供电公司青年志愿者
与大学生志愿者在富安镇“国家电网·希
望来吧”开展暑期最后一次“七彩青少
年·希望微课堂”，向留守儿童普及电力
知识、绿色节能环保及安全用电、节约用
电知识，赠送课外书籍、文具用品及安全
用电知识画册，祝留守儿童们新学期取
得更好的成绩。

陈娟 孙永兴 摄

入夏以来，梁垛镇抢抓早晚时间，加
快农村公路提挡升级工程建设。图为殷樊
线农村公路拓宽改造施工现场。

崔益峰 朱霆 谢怀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