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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专项整治在行动

本报讯（记者 张一峰 通讯员 王国
均）市侨联创新开展侨联工作，扎实开展

“侨心向党心”系列活动，侨党建、侨爱
心、侨创业、侨之家四大工程建设有声有
色。

侨联通过上门送学、组织讨论、微信
群推送等形式，让党的十九大精神、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侨
心。组织50多名侨界代表召开“侨心向
党心”座谈会，在侨界开展“不忘侨初心”
大讨论。与市人民医院进行合作，每年
拿出30个名额，免费为侨界高端人才体
检。组织慰问贫困侨眷，采取资金、项
目、就业等多种形式帮扶，送去党的温
暖。开展以侨帮侨，组织侨界企业家与
贫困侨眷结对帮扶。

以开展“统战干部基层行”为契机，
深入侨资企业走访调研，摸清企业需求，
实行精准服务。今年已完成帮助翔宇公
司开拓市场、为茉织华公司提供日语翻
译、协调乐农公司矛盾等十多个事项。
同时，用好侨胞侨眷人脉资源，借助侨力
不断拓展招商引资项目信息渠道。

做大做强西溪景区的省华侨文化交
流基地品牌，与峰路律师事务所合作成
立为侨服务法律顾问团，积极维护侨胞
权益。

“侨心向党心”
活动有声有色

本报讯（蒋林 余卫
成）近日，弶港镇在全面
总结上半年工作基础上，
进一步明确下半年奋战
目标、主要措施和重点工
程，以只争朝夕、时不我
待的紧迫感大干三季度，
确保实现全镇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

该镇聚焦沿海绿色
产业定位，坚持全民提供
信息与小分队专业招商

相结合，在筛选 10 条有
价值信息的基础上，密切
追踪洽谈，确保新开工亿
元以上项目 2 个。跟踪
服务好大北农、浩瑞甜叶
菊产业园等在建项目，全
力帮助企业化解用工、资
金、土地等不足矛盾，投
入1.5亿元实施转型升级
项目5个。

在镇村经济发展上，
着力转变依赖土地、林

地、垳地等资源出租收益
的单一模式，重点开发物
业 等 长 效 增 长 项 目 6
个。利用闲置房屋、联建
标准化厂房，招商引资新
上电商、餐饮、物流等项
目。把推进土地减量工
作与复垦荒地废沟塘相
结合，建立土地股份合作
社、家庭农场，促进土地
适度规模经营。实施进
城置业、优势道口“筑巢

引凤”战略，拓宽长效收
入渠道。确保镇村两级
经营性收入超 2000 万
元，村平达40万元以上。

围绕惠民利民十件
实事投入 2100 多万元，
优化建设要素配置，确保
便民服务站、党群服务中
心、乡村文化礼堂、农村
机耕路桥、农村道路提档
升级等重点工程达序时
超进度。

弶港镇聚焦绿色产业奋战三季度

本报讯（记者 顾敏）
7 月 9日，在市供电服务
大厅，启晶光电业务员正
在为用户办理光伏电站
平价上网相关手续。自
光伏行业 531 新政实施
后，他已为8名用户办理
了此类手续。

5月31日，国家发改
委、能源局、财政部三部
委联合发布2018年光伏
发电有关事项的通知，将
光伏发展重点从扩大规

模转到提质增效上来，着
力推进技术进步、降低发
电成本、减少补贴依赖，
推动行业有序、高质量发
展。

如何在后补贴时代
赢得市场和用户？启晶
光电公司主动走访了产
业链上的大量优质供应
商，从去除中间非技术成
本环节角度出发，让系统
物 资 采 购 价 格 降 到 最
低。经过测算，腾出了近

30%的价格空间，用户总
投资成本下降，加上后续
服务，拓展用户不会受影
响。由此，公司果断决策
在行业内率先推行平价
上网新举措。

市供电公司营销部
负责人介绍，平价上网是
指电站用户建立光伏电
站发电自用，余电上网销
售，按照传统能源的上网
电价收购，不享受补贴。
上网电价为我省脱硫脱

硝标杆电价，每度价格为
0.391元。

国家新政实施后，梁
垛镇张倪村张益涛以每
瓦 3.9 元的价格安装了
8.64千瓦的光伏电站，投
资 33696 元。如果按照
新政前的投资单价计算，
这项总投资需要 56100
元。不管新政实施与否，
个人发电都是三成自用
七成出售。以前因为有
光伏补贴，大约6.77年可

收回投资，现在大约需要
7.56年，对个人用户而言
差异不算太大。

启晶公司确定平价
上网发展模式后，着力打
造三大板块：光伏发电材
料专业化销售直营板块、
光伏电站专业化安装板
块、光伏电站专业化运维
服务板块。安装商就是
专业安装，代理商就是专
业产品销售，这样本地区
的分布式光伏发电的安

全责任主体得到了落实，
也有利于分布式光伏发
电市场的健康发展。新
举措得到了市能源主管
部门和电网公司的大力
支持和一致认可。

据了解，新政实施后
启晶公司已新拓展用户
近 20 户，其中三仓龙振
纺织和唐洋英凯电器两
家 公 司 电 站 装 机 就 达
600千瓦。

启晶光电在后补贴时代推出平价上网

海陵路南延是城市向南的重要出口通道，北起海陵路与惠阳路交叉处，南至 610 省道，按照双向六车道一级
公路标准建设。目前，工程正按序时快速推进。 刘进涛 摄

朱霆

7月8日上午，梁垛镇泰河村迎来了
南通大学理学院暑期社会实践小分队，
共同开展以“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跟
党走”为主题的村校党团共建活动。

“树立理想目标，坚持脚踏实地，注
重加强学习，奉献农村基层。”村党总支
书记、大学生村官仲欣首先与大家分享
了自己的心得体会。担任了 30多年村
书记的杜彦，分享了他入党初心和退休
以后坚持开展老年工作的情况。抗美援
朝老兵、有58年党龄的老党员徐文桂讲
述了参战经历。

“产业兴旺促增收”，大家还一起参
观了该村入党积极分子沈晶创办的农家
休闲创业基地，激发大家投身创新创业
的热情信心。

学习活动结束后，泰河村党总支与
南通大学理学院团委达成合作协议，致
力锻造干事创业的新青年，助力该村争
创特色田园乡村。

当天，理学院团委还向泰河村农家
书屋捐赠了 100 余册农村科技实用书
籍。

村校共建
田园乡村

本报讯（记者 朱江
通讯员 景程 徐海琴）今
年以来，溱东镇重抓企业
技改项目实施力度，运用
市工业新 20 条意见、科
技 12 条，鼓励引导企业
不断转型发展，溱标、华
威、远洋不锈钢等9个项
目列入全市技改项目。

华威标准件有限公
司投资约 900 万元新上
重卡链接装备制造生产

线技术改造项目，先后购
置 CNC、数控车床等设
备 50 台套，上半年实现
开票销售 9125 万元，比
上年同期增长78.5%，技
改产品销售成为企业今
年的重要增长点，预计全
年开票销售 2 亿元。远
洋不锈钢制造有限公司
实施大型管件制造生产
线技术改造，先后购置2
台三通液压机，单台设备

价格约800万元，上半年
公司实现开票销售9592
万 元 ，比 上 年 增 长
94.4%，预计全年实现开
票销售1.92亿元。

班子成员挂钩服务
重点技改项目、全体机关
干部挂钩服务一般企业，
全镇上半年全口径开票
销售 14.82 亿元，比上年
同 期 增 长 11.45% 。 同
时，大力引导企业增加科

技研发投入，倡导企业重
视创新创牌，增强科技创
新支撑能力和产业核心
竞争力。今年该镇组织
申报省高新技术产品10
只，东阁不锈钢制品有限
公司正积极申报国家驰
名商标和省名牌产品，润
明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
华威标准件有限公司成
功进入高新技术企业培
育库。

溱东镇引导企业转型升级成效显著

本报讯（曹义华 朱霆）近期以来，梁
垛镇强化责任，细化措施，按照序时，抓
实今年夏季征兵工作，引导广大适龄青
年做好应征入伍的思想准备。

该镇召开全镇征兵工作会议，建立
镇村征兵工作体系和考核机制，强化要
素保障。加强宣传发动，人武部与各村
运用会议、张贴宣传标语、张挂宣传横
幅、微信公众号、广播、分发征兵宣传册
和致适龄青年一封信等形式，大力营造

“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的浓烈氛围。镇
村干部采取上门到户，向适龄青年和家
长宣传国防法、兵役法等法律法规和今
年国家征兵政策，解读参军入伍条件、国
家资助办法，增强全镇适龄青年依法报
名应征的责任感和积极性。

梁垛镇抓实
夏季征兵

记者 许翰文

全市环境保护专项
行动工作会议后，市农
委迅速传达贯彻，积极
推进落实，努力提升全
市畜禽养殖业绿色发展
水平。

组建专项整治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抽调
专人集中办公，严格落
实责任，坚持问题导向，
深入剖析产业中存在的
突出问题，积极行动，攻
坚克难。主动作为，指
导各地开展养殖场调查
摸底，对相关人员进行
辅导培训，并有针对性
地确定下一步工作的目
标、任务。建章立制，明
确时间表、路线图，一着
不让，挂图作战，逐一落
实养殖场整治方案。

加大宣传发动力
度，通过新闻媒体、手机
APP 等 多 种 方 式 ，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
法》、《盐城市畜禽养殖
污染防治条例》等相关
法律法规进行宣传，营
造专项整治的舆论氛
围。依法依规，突出重
点抓整治，坚持将专项
整治和产业升级相结
合，确保畜禽粪污按照

“零排放、全消纳、资源
化”的要求进行科学处
理。同时，组织专业督
查队伍分片开展督查，
鼓励公众积极参与畜禽
养殖污染的监督管理，
督促养殖业主履行环境
保护主体责任，确保整
治工作开好头、起好步、
见成效，努力打赢畜禽
养殖专项整治攻坚战。

努力打赢畜禽养殖
专项整治攻坚战
——访市农委主任朱宝美

记者 许翰文

全市“散乱污”企业
专项整治工作已经启
动，环保部门将主动牵
头，加快推进整治进程，
确保如期完成整治工作
任务。

全面开展排查，7
月底前，对全市“散乱
污”企业全面彻底排查，
摸清底数，建立详细台
账，明确整治类型、整治
责任和完成时限，经市
整治领导小组会商审
核，确定整治清单。严
格整治，对不符合产业
政策、无法补办相关手
续、污染严重，治理无望
的，围绕切断工业用电、
用水，清除原料、产品、
生产设备“两断三清”目
标，11月底前完成关停
取缔工作。对具备升级

改造条件的企业，8 月
底前制定整改提升方
案，11月底前完成整改
提升并通过验收；未按
期整改到位的，实施停
产整改，未通过验收不
得恢复生产。对列入整
合搬迁类企业，8 月底
前逐个制定整合搬迁方
案，11月底前原厂址按
照“两断三清”要求整治
到位。

同时，进一步加强
监管，不断加大巡查执
法力度，落实网格化环
境监管责任，对辖区“散
乱污”企业严格监管，增
加检查频次，严防关停
取缔企业死灰复燃，严
防未完成整治任务企业
违规生产，全力保障“散
乱污”企业在规定期限
内整治到位。

确保“散乱污”
如期整治到位

——访市环保局局长崔庆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