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ongTai Daily

东台报业网 http：//www.dtxww.com

责 任 铸 就 形 象

东台手机报 发送DTSJB至1065835919订阅 农历丁酉年九月廿六 第 7424期

■主管单位:新华报业传媒集团 ■主办单位:东台日报社 ■国内统一刊号CN32—0072 ■邮发代号27—75 ■今日八版 社址:东台市望海西路18号 ■广告热线:85212236 ■电子邮箱:dtrbs@126.com ■传真:0515-85222320

2017 年 11 月 14 日 星期二

XINHUA DAILY MEDIA GROUPXINHUA DAILY MEDIA GROUP

■主管单位:新华报业传媒集团 ■主办单位:东台日报社 ■国内统一刊号CN32—0072 ■邮发代号27—75 ■今日八版 社址:东台市望海西路18号 ■广告热线:85212236 ■电子邮箱:dtrbs@126.com ■传真:0515-85222320

手 机 扫
二 维 码 看 视
频

时值初冬，南拓后的市人民公园显得分外美丽——蓝天、碧水、绿植、红色健身步道融汇成一幅精美的画卷。人民公
园南拓工程是我市2017年为民办实事重点工程，焕然一新的公园现已成为市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张捷 摄

本报讯（记者 叶东升）日前，市委书记陈卫红到沿海
经济区调研项目推进和生态旅游等工作。她强调，要以党
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深入践行新发展理念，培育壮大新
能源、大健康、大旅游三大产业，做足“生态绿+海洋蓝”文
章，着力打造江苏沿海经济带发展先行区。

陈卫红一行先后深入到中粮二期、条南养殖区、黄海
森林公园等项目现场，听取情况汇报，督查建设进度，
会办解决难题。中粮二期项目计划总投资5亿元，新上
万吨低温西式肉制品深加工生产线，同时进行进口精品
牛羊肉加工，预计年底前可竣工投产。陈卫红对二期项
目的建设进度十分满意，认为该项目“产业链条全、承
载能力强、发展前景广”，鼓励企业一着不让抓好项目
建设和品牌打造，加快创成盐城市五星级企业，早日跻
身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条子泥垦区规划
3年内建成条南淡水精品生态养殖区、条北大宗淡水生
态养殖区和海水生态养殖区三大主体生产区。在条南
养殖区，陈卫红详细了解条子泥垦区综合开发规划、养

殖布局、经济效益和配套建设情况。得知通过与光明集
团强强联合，将条子泥品牌鱼打进上海市场，售价比普
通鱼每斤高出1元多时，陈卫红给予肯定，要求坚持生
态优先，优化功能布局，加快开发利用，进一步做足“海
洋蓝”文章。

近年来，黄海森林公园依托自然资源优势，坚持高
起点规划、高品质建设，致力丰富提升景区功能，独特
的生态魅力日益彰显，今年接待游客量有望突破100万
人次。目前，园内已建成19座木屋群落，温泉度假酒店
正在紧锣密鼓建设中。陈卫红察看了相关项目建设情
况，要求高标准、高效率加快推进，确保与公园生态环
境相得益彰，不断提升景区游客接待能力，让“生态绿”
成为东台沿海的鲜明特质。在西湖墅园项目现场，陈卫
红详细了解规划布局、建设进度和销售情况，希望项目
负责人牢固树立精品理念，以一流的质量、独特的品
位，全力打造海滨住宅的样板工程。

调研中，陈卫红指出，沿海经济区要深入学习宣传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按照省市委决策部署，抢抓江苏
沿海经济带发展机遇，加快推进沿海开放开发，做足

“生态绿+海洋蓝”文章，打造富有活力、独具特色的“蓝
色增长极”，努力实现发展与生态互动共赢。要重抓三
大产业：坚持以战略资源吸引战略投资，重点推进鲁
能、国华、国信等海上风电和光伏发电项目，加大分布
式能源推广力度，致力打造全国有影响的新能源示范基
地；依托生态优势，着力引进以“医”为支撑的生物医药
类项目和以“养”为支持的养老养生保健类项目，做大
做强大健康产业；坚持旅游项目建设和旅游品牌创建同
步推进，以黄海森林公园为龙头，加快完善功能配套，
创新运营管理方式，争创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和国家5A
级景区，进一步提高东台旅游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要突
出港城建设，进一步优化规划布局，更大力度招引商
业、旅游、养老地产等服务业项目，不断集聚港城人气，
为沿海经济发展积蓄新动能。

市领导孙燕春参加活动。

陈卫红到沿海经济区调研时强调

做足“生态绿+海洋蓝”文章
打造沿海经济带发展先行区

沈军：

故宫博物院的博士后“工匠”
记者 顾鹏程 王建生

“故宫博物院修文物的大师里有一位东台人！”
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在央视火爆上映后，揭开了故

宫博物院文物修复的神秘面纱，更让东台人自豪地传播着一
个名字：沈军。

故宫是中国明清两代的皇家宫殿，被誉为世界五大宫之
首，满载着历史的沉浮沧桑，闪烁着艺术的璀璨光芒。能在
故宫修文物，是怎样的一种荣耀？

沈军，我市新街人。2014年从博士后流动站出站后，成
为故宫博物院引进的第一个博士后，在文保科技部从事文物
修复和研究工作，现为故宫博物院副研究员。

进京采访沈军，正好赶上故宫在准备接待美国总统特朗
普。文保科技部里安保森严，外人一律不得进入，沈军只好
抱歉地在大门口接受我们采访。

沈军出生于1973年，今年才44岁，但已是满头白发。沧
桑的背后，是他艰苦的求学、治学经历。

沈军从小酷爱美术，高中时受到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葛

永峰老师的启蒙，1993年如愿
考入南师大美术系油画专业。
1997年大学毕业后，教育部门
的一纸分配通知，将他安排到
新街镇成人教育中心工作。虽
然回到家乡，但沈军追寻梦想
的脚步没有停下，每天仍用大
量的时间学习。功夫不负有心
人，两年后，沈军再次考入南师
大美术学院攻读硕士研究生，
毕业后到南京财经大学任教，
并在南京成家立业。

按理说在南京工作、安家，
很安定了，但“不安分”的沈军心
中还有更高的目标。2007年，他
又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取上海
大学艺术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记者 张一峰 通讯员 潘荣华）自11月1日
起，我市再次降低建设工程交易服务费标准。此次调
整平均降低幅度在30%左右，最高收费标准由每宗5万
元降低到3万元，降幅达40%，预计每年可为进入市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进行交易的企业节约投标成本近百万
元。

近年来，为优化发展环境，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
本，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根据上级有关文件精神，先后
取消了政府项目的采购标书费、设备中标服务费，其中
包括工程建设项目中的校舍安全工程中标服务费、民
营企业直接发包服务费等，让投标企业享受到政策红
利，有力促进了全市经济发展。

我市再降建设工程交易服务收费标准

本报讯（记者 张一峰 通讯员 孙伟）近日，省经信
委公布了2017省工业互联网“企企通”建设试点企业
名单，我市海特尔机械、斯莱特冶金科技、新中洲特种
合金材料等4家企业成功入选。

近年来，我市企业进一步加快转型升级步伐，实
施生产管控集成互联计划，开展网络化协同制造，加
速推进企业关键管控软件一体化规划设计及全覆盖
应用，通过互联网技术加快生产设备、装备的互联互
通和智能对接，进一步提高了生产效率和市场竞争
力。

四家企业入选省
工业互联网建设试点

本报讯（记者 张一峰 通讯员 严从寅 潘彤彤）11
月 7日，东台镇组织各人大代表工作站站长和部分市
镇人大代表集中学习了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大家以
崭新视野聚焦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建设，表示要充
分发挥好人大代表作用。

该镇通过原原本本学习十九大报告，引导人大代
表增强“四个看齐”“四个自信”意识，牢固树立党的领
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思想，坚持依
法通过各种途经履职尽责，发扬民主作风，接受群众
监督。学习中，该镇对开展民主评议、加强“代表之
家”建设、积极参政议政方面一并提出了具体要求，让
大家从感性和理性方面加深了对十九大报告精神的
理解。

东台镇组织人大代表
学习十九大报告

本报讯（记者 唐雅 通讯员 孙永兴）“最近用电方
面有什么困难？”11月8日，美恒纺织实业有限公司的
配电室里，三个身着统一服装的供电公司工作人员边
检查开关设备，边热情地向企业负责人询问。

供电公司召开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会议以
后，公司上下迅速兴起学习宣传热潮，以实际行动提
高优质服务水平，保障电力稳定供应。富安供电所所
长韦长青表示，将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按
照公司统一部署，积极主动服务招商引资项目用电，
确保企业按时投产达效。坚持做好电网建设工作，确
保蚕农用上放心电、满意电。

供电公司致力
提高服务水平

本报讯（记者 戴海波）
11月 13日下午，盐城市副
市长孙轶一行来我市调研
工业科技工作情况。市委
副书记、市长王旭东参加
活动。

今年我市工业经济运
行质态显著提升。1-10月
份，实现全口径工业开票
销售634亿元、规上工业开
票销售413亿元，均超序时
进度。规上企业增长面、
工业入库税金增幅创近三
年新高。高新技术产业产
值占规上工业产值比重
33.6%，新申报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 52家，新认定省级
高新技术产品 36只，建成
省级企业技术（工程）中心
2家，专利申请量2552件，
其中发明专利581件。

孙轶一行先后到捷士
通科技、上海电气、领胜城
科技等企业与相关负责人
深入交流，详细询问了解
生产经营、科技创新等情
况，勉励企业加大科研力
度，提升产品档次，加强市
场开拓，推动企业转型升
级。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
上，孙轶听取了我市工业
科技条线工作情况介绍，
并就有关问题展开座谈。
孙轶对我市工业经济发展
采取的主要举措和取得的
显著成绩给予高度评价，
认为我市产业特色鲜明、
重点项目推进扎实、企业
转型步伐加快、科技创新成效显著、园区建设全面
提速。他强调，要充分发挥优势整合资源，不断延
伸产业链条，有效扩大产业规模；要强化招商选资，
创新招商方式，优化投资环境，着力突破重大项目；
要加强科技要素集聚，积极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
推动科技创新成果落地，切实增强企业发展动力；
要持续深化为企服务，不断加大支持力度和提升服
务水平，帮助企业招才引智，助推企业转型升级。

王旭东表示，我市将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建
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为目标，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
先，着力推进产业升级、企业转型、科技创新、项目
建设、载体提升、优化服务六大重点，不断增强工业
经济的创新力和竞争力，为全市工业经济发展争作
贡献。

市领导邱海涛、徐越参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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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见习记者 周宴）11月 11日，我市在无
锡“第一支部”党建基地揭牌，同时开展驻锡流动党
员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活动。市委组织
部、市委党校及无锡市梁溪区委相关部门负责同志
出席活动。

当天，共有126名在无锡的党员一起重温了入
党誓词，聆听党的十九大精神解读。党员代表伍祥
东发出“学习贯彻十九大、‘两学一做’争先锋”的倡
议，带头捐资成立流动党员帮困资金。

我市在无锡成立首家
流动党员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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