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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叶东升 许翰文 通讯员 邱亚萍 夏素红 文/摄

走进位于头灶高新技术园区的润云纺织公司，偌
大的车间只有数名工人，近300台喷水织机高速运转，
生产订单饱满。据了解，该公司通过对设备的技术改
造，一名工人可操作40台织机，且比同类型产品节约
成本20%以上。在现有织造项目的基础上，公司将继
续配套印染及后整理项目，形成纺织、印染、整理一条
龙的完整产业链，预计项目全部投产后，年可实现开票
销售6亿元。

今年以来，头灶镇重点发展高端纺织印染和机械
电子两大主导产业，一手抓存量提升推陈出新，一手抓
增量拓展以新促高。目前，入园企业59家，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 7 家，东强、江佳两家企业获“中国驰名商
标”。

科迈特新材料有限公司是该镇最早迈出转型升级
实质性一步的企业之一，其前身是江苏爱特恩东台化
工有限公司，专业生产橡胶防老剂。面对国家产业政
策的调整和生态环保导向的日益加强，公司负责人毅
然决定走绿色转型之路，与多家高校科研院所合作，研
发出世界首创的轮胎用硫化活性剂并投入批量生产。
产品一投放市场，便赢得了米其林、普利司通、正新等
国内外知名企业的广泛青睐。江苏博超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联姻，开发新上B级外墙
防火保温材料，并取得江苏省建设科技成果推广项目
认定书，获得畅销国内市场的“绿色通行证”，走出了一
条借智发展的转型之路。在科迈特、博超等企业的示
范带动下，一批涉化企业加快调研，开启转型升级、创
新发展之路。经过多轮整顿和引导，头灶镇剩下的9

家化工企业，已有8家签订转型或关停协议。
在综合施策推进化企转型的同时，头灶镇千方百

计盘活闲置资产“借巢引凤”，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增长
点。在鑫之隆胶粘制品有限公司，四条胶带涤布生产
流水线高速运转，一张张BOPP 薄膜经机械涂胶、加
热、烘干、冷却后，被迅速收卷包装入库。与鑫之隆公
司相邻的是卡玛仕精密机械公司，车间内同样呈现出
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据该镇经贸中心主任姚金斌介
绍，这两个项目占地40亩，都是利用原有项目凯菱空
调公司的闲置厂房，预计今年两项目可实现销售5000
万元。

围绕增量带动做文章，加快招引“四新”项目，推动
产业迈上中高端，头灶镇党委、政府不遗余力。该镇在
加强高新技术园区建设，不断提升项目承载能力的同

时，紧扣园区产业定位，主攻上海、浙江、深圳和台湾等
重点区域，大力开展产业招商、以商引商，促进意向项
目快落地、签约项目早开工、在建项目快投产。今年上
半年，全镇新开工5000万元以上工业项目5个，分别
为投资1.5亿元的东冠纺织和投资1亿元的旭海铝材
以及投资5000万元的味动力饮品、福方缘纺织和卡玛
仕精密机械项目，在全市上半年招商引资考核中位居
第三。目前，头灶镇招商一线人员正积极跟踪洽谈精
品线材加工、电子线路板制造、智能电器及成套设备制
造、锂电池生产制造、分布式能源发电等8个项目，确
保全年开工项目突破10个、厂房建筑面积突破10万平
方米。

打造农业园区，辐射带动现代农业发展、促进农民
增收致富，是农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下转第二版）

盘活存量添动能 优化结构创特色

头灶镇转型发展步履坚实绿色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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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科机械公司坚持创新发展，深化产学研合作，主打的史丹利蒙多功能 PUR 覆膜分切机、利达型全自动覆
膜机等机械工艺先进，在国内外市场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记者 夏静华 摄

本报讯（何萌 朱霆 谢怀友）第六届江苏省道德
模范及提名奖正式揭晓。9月18日上午，“美德之光”
颁奖仪式在江苏大剧院举行，梁垛镇安洋村村民崔卫
香被评为孝老爱亲道德模范。

今年5月，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省总工会、团省
委、省妇联、新华报业传媒集团、江苏广电总台联合组
织开展了第六届江苏省道德模范推选活动。经公众
代表和评委投票、综合评定等程序，共有38人（组）获
得省道德模范荣誉称号。

1985年4月，刚出生的崔卫香就被弶港镇沿堤村
的养父母收养。2008年初，崔卫香带着瘫痪养母和智
障养父一起出嫁。如今，她不但继续精心照料养父养
母侍奉婆婆，照料年幼的孩子，还与丈夫一起经营家
庭，走上了发家致富的道路。

近年来，崔卫香先后获得中国好人、全国五好文
明家庭标兵、江苏最美青年等荣誉称号。2014年光荣
入选“江苏最美家庭”，并获“中国最美家庭”提名奖。

崔卫香当选省第六届孝老爱亲道德模范

本报讯（记者 王灿侠 通讯员 常亮 沈永
红）9月18日上午，由苏州客商投资的姆希宁
精密机械、金瑞机电科技两个5000万元项目
在三仓通信设备产业园正式开工。目前，以
通信设备制造为主导产业的三仓通信设备产
业园通信设备类企业已达5家。

姆希宁精密机械项目用地20亩，新建厂
房10000平方米，新上CNC加工中心和激光
切割机、折弯机等设备，年可加工机械配件
1500万件；金瑞机电科技用地18亩，新建厂房
8000平方米，新上压铸机、铣床、钻床等设备，
年可生产各类金属制品2000吨。两个项目建
成投产后，年可创利税1000万元以上。姆希
宁精密机械、金瑞机电科技这两个项目开工建
设后，园区初步形成从“金属压铸→精密机械
加工→金属表面处理→成品组装”的产业链。

今年以来，三仓镇高度重视招商引资及
园区建设工作，深入开展以商引商、驻点招
商、产业招商，重抓招商政策激励，加大招商
绩效考核，招商引资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已先
后签约落户5000万元以上项目4个，其中开
工建设3个。注重园区规划建设，邀请东南
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编制园区控制性详
规，分步实施道路、管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力
争通过2-3年时间，将三仓通信设备产业园
打造成盐城地区有影响力的特色工业园区。

两项目落户三仓
通信设备产业园

记者 张一峰 唐雅

9月 18日，秋阳高照。走进五烈现代农
业示范园，一碧万顷的水稻田里，三个头戴遮
阳帽的“农民”正泡在水田间，躬着身子来回
奔波，田埂边放置的大型仪器格外扎眼。

走近一看，这哪里是普通的农民，分明是
南农大的三个研究员。“嗨，你们可真辛苦
啊！”“不辛苦，能在蒋总这么好的地方做实
践，真是求之不得啊，年年都有成果出，看，这
次我们是来做土肥试验的！”其中一个研究员
边撸起袖子边招呼记者过去看。

园区负责人蒋维银介绍，现在这块田搞
试验的人一波接着一波。“除了你们现在看到
的南京农业大学土肥试验，还有南京大学的
稻田立体种养，扬州大学农学院张洪程教授
的钵苗摆栽和小品种试验。”

说话间，一幅绿意葱茏、占地约一亩半的
海春轩塔画面展现在眼前。这是今年园区创
意农业的大亮点。“今年还只是个绿色雏形。”
蒋维银边走边指着一块块彩色稻田区域告诉
记者，“这里一共有12个品种，这是新农紫叶
稻，那是资环紫稻，明年将会呈现出更加色彩
斑斓的彩色稻田画，到时就愈加赏心悦目
了。”

顺着稻行间的小径一直向前走便是扬大
农学院张洪程院士的试验根据地，一眼望过
去，一大片水稻在微风中泛起绿色的波浪，煞
是好看。“这里每隔十行就是一个品种，一共
四十个品种，都是在张教授的指导下完成的，
目的是为了找到适合本土自然条件的优质大
米品种。前段时间，张教授还深入田头，观看
今年的长势，很是满意啊。”

对于蒋维银来说，从这些品种中筛选出
适宜大面积推广的水稻品种是他最关心的
事，在同等情况下，水稻如果能提前十天半个
月上市，就能迅速抢占市场，获取优势。“这是
505，口感介于9108和5055之间。”他拔起一
棵稻秧，开心地说道，“从目前的试种情况来
看，效果不错，将来可能会进行推广。”

准备离开时，稻田里，突然爆发出“呱呱
呱呱”的鸭叫声和“哗哗哗哗”的击水声，定睛
一看，“稻鸭共作”的壮观景象就在眼前，鸭群
三三两两在稻行间巡游淘啄，憨态可掬。

稻田里的
“生意经”

本报讯（记者 陈美林）9月21日上午，我市召开
“扫黄打非”专项整治行动任务交办会，进一步净化
全市出版物和网络文化市场。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周爱东对整治工作做具体部署。

会议要求，要充分认识集中整治的重要意义，
紧紧围绕迎接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主线，以清缴
封堵政治性有害出版物及信息为重点，坚决守住
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治安全底线。要坚持网上和网
下相结合、专项整治和综合治理相结合、集中行动
和日常监管相结合，推进“扫黄打非”工作深入基
层。要明确责任，加强协作机制，各部门做到统一
行动，协作交流，对全市文化市场全面筛查，通过
高频次宣传，营造氛围，并做到严格执法，强化督
查，为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和文化氛围。

我市集中开展“扫黄
打非”专项整治行动

本报讯（记者 周洪悦 通讯员 王华 刘晓凤）为
保证2017年棉花目标价格改革补贴发放工作顺利开
展，近日，市财政局、发改委、农委联合行文在全市范
围内组织开展2017年棉花种植面积登记核实工作。

今年棉花种植面积登记核实范围为我市各镇
（区）、有关农场、单位2017年棉花实际种植面积，包
括农户种植棉花面积、农场种植棉花面积（不含省农
垦和省沿海开发集团所属农场）。面积登记按照谁种

植登记归谁的原则，土地流转并签订协议明确棉花目
标价格改革补贴归属的，按照协议处理。核实工作至
10月中旬结束，共分两个阶段进行。在登记造册及公
开公示阶段，各镇（区）农场、单位负责组织指导所辖
村民委员会、分场逐户采集登记棉花实际种植面积，
登记造册后按户张榜公示；汇总上报阶段即公示结束
后，各镇（区）及时汇总每户农户签字确认的到户面积
清册，审核后报市财政局、发改委、农委。

我市开展棉花种植面积登记核实工作

本报讯（记者 叶东升）9月21日上午，我市召开
人大议案建议、政协提案办理工作推进会，进一步
夯实措施，确保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各项办理任务。
市领导陈晓俊、刘树斌、陈志文出席会议。

市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和市十四届政协一次会
议之后，市政府收到市人大议案1件、代表建议138
件、政协提案231件。整个办理工作涉及全市18个
镇区、66个部门和单位。目前，所有建议、提案都在
规定时限内答复办理。收到代表反馈的征询意见
93件，其中85件表示满意，7件表示基本满意；收到
委员反馈的征询意见142件，其中137件表示认同。

会议指出，各承办单位要站在讲政治、关注民
生、依法行政的高度，更加重视议案建议提案办理
落实工作，将办理工作抓细抓实抓到位。

会议要求，要认真组织议案建议提案办理工作
“回头看”，全力抓好人大议案和政协重点提案的长
效落实，分类跟踪其他300多件建议提案，确保实现
意见反馈率和满意率两个100%。要切实提升议案
建议提案的办理工作水平，注重办理实效，强化督
查考核，放大办理效益，确保件件有落实、件件有交
代，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和获得感，以优异
的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全市人大建议政协
提案办理情况良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