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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东台市知识产权
局关于2018年度专利资助
方案及申报工作的通知》
（东知发〔2018〕1号）文件
要求，经研究决定，2018年
第一批专利资助申报工作
将于 6 月 25 日开始，2017
年12月1日至2018年6月
30日之间国内申请与授权
的专利、PCT 专利申请及
引进转化的市外发明专
利 ，均 可 以 申 报 此 次 资
助。申报截止时间为 7月
10日，逾期不再受理。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
0515-89561384

E-mail：
dtzscqb@163.com
联系地址：东台市北海

中路8号行政中心大楼13
层

东台市知识产权局
2018年6月12日

关于开展2018
年度第一批专利
资助申报工作的

公告

本报讯（记者 张晨
通讯员 王俊峰 周春兰）
唐洋镇将“三夏”安全生
产列为季度重点工作，确
保果实颗粒归仓、人机安
全。

该镇充分利用广播、
公开栏、宣传车、唐洋农
机微信群、微信公众号等

多种形式，将农机安全生
产知识和麦秸秆还田知
识送到千家万户，大力宣
传安全生产知识。农业
服务中心牵头组织全镇
农机人员，维修保养好农
机具，保证收割机、大中
型拖拉机“三夏”农忙安
全作业。镇农业中心和

镇安监站加大联合执法
检查力度，严厉打击无牌
无证驾驶、酒后驾驶、超
载超速等行为，对参加三
夏生产的农业机械进行
清理、排查，严禁存在严
重安全隐患的农机具参
加三夏作业生产，坚决把
事故隐患消灭在萌芽状

态，同时把秸秆禁烧禁抛
作为重点，努力实现麦秸
秆机械化还田80%、综合
利用率98%的目标。

目前，全镇已完成
“三级”农机安全生产责
任状的签订，21个村均已
安排农机安全联络员进
行巡查。

唐洋镇三夏安全生产无事故

本报讯（记者 戴海
波 通讯员 许晓凤）6月 5
日，富安镇组织安全检查
组对该镇内中小学、幼儿
园等 6 所学校进行安全
检查，确保校园安全稳

定。
检查组以消防安全、

校舍安全、饮食卫生和校
园用电为重点，通过实地
走访、查阅资料等方式，
对学校进行全面细致检

查。对检查过程中发现
的安全隐患逐一排查登
记，现场向有关负责人进
行反馈，下发安全隐患整
改通知书，要求各部门立
即建立问题清单、跟踪整

改、严肃问责，对能够立
即整改的隐患马上进行
整改；对整改有难度的安
全隐患，要求做好防范措
施，并限期整改到位，确
保校园安全稳定。

富安镇开展学校安全大检查

近日，九木科技有限公司开展消防安全实战演练。曹燕妮 徐良观 摄

本报讯（何继成 夏
素红）连日来，头灶镇境
内的川东港等五条市级
骨干河道内，漂浮垃圾、
水生杂草、河坡倒树等全
部被清除干净。这是该
镇对河道水环境全部整

治提升带来的喜人变化。
整治期间，头灶镇每

天出动300多人，机械16
台，打捞船11艘，清理整
治的内容包括水面漂浮
物、水生杂草、河口河坡垃
圾杂物、河坡倒树等。全

镇五条骨干河道打捞水面
漂浮物4200多平方米，清
理河口河坡垃圾320多立
方米，拆除鱼棚11户，封
堵入河排污口3处。

目前，头灶镇境内的
市镇村河道全部明确了

河段长，落实了长效管护
措施，河段长每周至少巡
河一次，明确专人管护保
洁，全镇河道管护工作全
面步入常态化、规范化管
理轨道，真正实现了河畅
水清、岸绿景美目标。

头灶镇骨干河道整治提升全覆盖

本报讯（冬关恭）6 月 12 日,市
关工委召开德育研讨会暨德育学校
建设推进会, 重点对打造社会认
可、家庭欢迎、青少年最爱的第二课
堂进行了研讨。

近年来，我市德育学校建设呈
现出许多特色亮点。会议要求坚持
服务青少年的正确方向，推动关心
下一代事业更好发展。要坚持立德
树人，加强关爱帮扶，净化成长环
境。要从精神层面、物质层面和心
理层面做好青少年工作。各基层关
工委要主动与学校联手，争取爱德
基金会、“冰凌花”等助学助困支持。

关工委研讨青少年
第二课堂建设

本报讯（记者 叶海
慧 通讯员 王进）我市近
日召开全市城乡低保专
项治理工作推进会，要求
各镇区在本月25日前完
成本辖区低保核查治理
工作并上报治理结果。

会议强调，各镇区要
进一步强化组织领导，改
进工作作风，突出工作重

点，严格政策标准，在做
到“应退尽退”“进退有
序”的同时，还要做到

“ 应 保 尽 保 ”“ 应 扶 尽
扶”，提高困难群众获得
感和幸福感，为打赢脱贫
攻坚战、筑牢民生保障底
线作出贡献。

会议还对殡葬服务
专项整治进行了部署。

城乡低保月底
完成核查治理

（上接第一版）提供展示
交易、研发孵化、加工组
装、检验检测、信息交
流、科普体验等多方位
服务。

新 兴 动 能 加 快 释
放，突出体现在一个个
企 业竞 相 推 进智 能 升
级，智慧发展上。全市
现有工业企业 8000 多
家，从近年新落户东台
取得良好发展的以领胜
科技、科森科技、远海科
技、苏美达科技、纳盛特
科技等企业，到在激烈
的市场竞争中走上勇攀
行业龙头位置的磊达、
东强、生辉、捷士通等企
业，均已实实在在地推
进着“机器换人”的新一
轮转型提升。

早些年落户我市的
领胜科技已经真正发展
成 一座 移 动 互联 产 业
城。信步走进“城”中，
在流水线上高效作业的
是散发着现代气息的机
器人、机械手臂、传输系
统。在领胜二期工程研
发中心，数百名年轻人
静静地在电脑前伏案钻
研，研发人员在一台台
形状各异的现代化设备
前操作。今年前 5 个月
领胜科技完成开票销售
8.9亿元，入库税金7027
万 元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47.6%和 28.9%。科森科
技二期工程车间一条条
自动化PVD生产线有序
排 列 ，数 千 台 高 精 密
CNC等高端装备形成矩
阵，智能终端配件、医疗
器械等 3C 产品琳琅满

目。年内即将竣工的科
森光电项目，设备已运
抵东台。在城东新区，
去年落户的远海科技一
期工程步入正常生产。
一幢幢白色厂房构成

“L”型巨幅图案，车间内
数千台 CNC 同步运作，
令人叹为观止。

贺鸿电子专业印制
PCB电路板，从开料、钻
孔到贴膜、曝光，显影、
蚀刻，再到字符印刷、外
形切割、外观检查，包装
出货，每一道工程都是
通过数据控制完成的。
在传统印象中，钻孔只
是一个直接而简单的动
作，当你就产智能化钻
具设计，看着纤细的钻
头快捷地在方寸之间打
出一个个由小孔排列成
的规则图案，这才会真
切地感受到智能生产的
威力。

在生辉光电10万级
无尘标准的封装车间
里，两条细细的机械臂
以每秒近 200 次的速度
左右摆动，每摆一次，从
一张薄薄“纸片”上拿起
一粒发光芯片，放到另
一侧的固晶盘上。直径
大约为 5—6 公分的圆
盘区域内，有发光芯片
28400 多个。一粒粒晶
盘经过焊线、点胶、分
光、编带等工序，被绕在
一盘盘似电影胶带盘的
圆盘上，再按客户要求
编排到大小不等、形态
各异的电板上，便成了
拥有生辉自主知识产权
的光伏矩阵。

本报讯（记者 叶东
升 通讯员 马小兵）日前，
记者从市经信委获悉，今
年1－5月份，全市工业用
电量、新能源发电量分别
达 11.42 亿千瓦时、11.53
亿千瓦时，新能源发电量
首 次 超 过 工 业 用 电 总

量。
近年来，我市按照“资

源换产业、应用带制造”
的绿色发展思路，坚持保
护与开发并重，大力发展
新能源产业，清洁能源发
电 量 占 全 社 会 用 电 量
70%，海边海上风车林立，

屋顶光伏走进寻常百姓
家，生态效益、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日益彰显，成
为国家首批绿色能源示范
县（市）。

在“风光互补”新能源
基地，国华新能源、中节
能、华电、苏美达新能源、
国网鲁能等企业集聚发
展，总装机容量突破1300
兆瓦，占全省装机容量的
三分之一。风能发电产业
支撑有力。鲁能海上风电
200兆瓦和国华三期陆上
风电 60 兆瓦扩能项目以

及六期30兆瓦项目，全面
并网发电。中节能“风光
渔”互补项目，建成全国
单体规模最大的滩涂地面
光伏电站，立体开发模式
为全国首创。鲁能江苏东
台 200 兆瓦海上风电项
目,创下了单位容量最
大、离海岸距离最远、电
压等级最高、海况最复杂
的四个全国之“最”。分
布式光伏用户盐城领先，
全市分布式光伏4100户，
总装机 220 兆瓦,其中企
业用户 150 户，占总容量

26%。沼气利用扎实推
进，目前，中粮金东台沼
气站、永丰林农业生态
园、弶港农场等年利用沼
气28万立方米，其中金东
台沼气并网发电容量 1.8
兆瓦。

如今，我市基本形成
以上海电气风机整机、上
海玻钢院风机叶片、上海
泰胜风机塔筒为主体，苏
美达、启晶光电、辉强光
伏、威尔五金等企业为配
套的风力发电装备制造产
业链，去年实现全口径开

票销售 67 亿元。与此同
时，我市新能源智慧管理
中心建设初见成效，沿海
经济区与上海交大联手建
立国家能源智能电网（上
海）研发中心首个新能源
产业研发和产业化基地
——东台分中心。目前，
覆盖沿海经济区的智慧能
源管理中心已竣工，可实
现新能源企业主要设备实
时监测；同步建立大数据
能源管理平台，预计年底
前建成试运行。

绿色发展释放“风光”效应

我市新能源发电量首超工业用电总量

插上智慧羽翼
从绿色跑道上起飞

为扎实推进我市生态
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市镇两级设立环境
问题举报电话，现公布如
下，欢迎广大群众来电。

公 告

镇区举报电话：
经济开发区：19952829669
沿海经济区：85726966
城东新区：89501819
西溪景区：60600985
东台镇：85213402
溱东镇：69989379
时堰镇：13770295556
五烈镇：85420011
梁垛镇：85550022
安丰镇：85301629
富安镇：15851027578
弶港镇：18051689973
三仓镇：85621248
头灶镇：85481002
南沈灶镇：15358204314
许河镇：69969386
唐洋镇：85032399
新街镇：68832641

东台市生态文明建设
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8年6月6日

市级举报电话：89512369、
13655112369、12345热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