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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燕妮 于春祥 徐良观

走进新亚特纺织科
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呈现在眼前的是一派繁
忙景象：偌大的车间里，
灯火通明，白色的蒸汽
氤氲，5 排 270 台喷水织
机整齐列阵，工人们正
在织机前巡查，发现断
纱立即接上。据公司负
责人介绍，企业于去年
年底试生产，截至 9月底
已经实现开票销售 2710
万元。

新亚特纺织科技有
限公司的土地和厂房都
是从原新亚特铸造有限
公司转让过来的。2007
年，新亚特铸造有限公
司落户东台，有过辉煌
的过去，开票销售最高
年份达到亿元以上，年
贡献税收达千万元，一
度跃入了全市前 50强工
业企业。面对国家产业
转型政策特别是环保要
求越来越高，公司产能
日渐萎缩，2014 年新亚
特铸造有限公司宣布停
产 。 从 2014 年 至 2017
年的三年多时间里，原
先的新亚特铸造有限公
司的厂房和土地闲置，
厂区内杂草丛生。

原先的新亚特铸造
有限公司占地 130 多亩，
位于沈海高速南沈灶出
口向东不远的 352 省道
路边，交通便捷，区位优
越，如何盘活这块潜力
巨大的闲置土地？成了
摆在南沈灶镇党委政府
面前的一个新课题。在
上级组织推进企业“三
清理”（清理闲置土地、
僵尸企业、低效厂房）工
作中，南沈灶镇党委政
府把招商引资与“三清
理”工作有机结合，招商
队伍分赴上海、苏南和
浙江等地，拜访客商，洽
谈项目，推荐新亚特铸
造有限公司闲置土地和
闲置厂房。2018 年，获
得新亚特铸造转让的信
息后，浙江嘉善的周老
板饶有兴趣地到南沈灶
镇进行现场考察，当即
同意利用闲置土地和厂
房进行投资。在南沈灶

镇党委政府的牵线搭桥
下，通过股权转让，浙江
客商接手了原新亚特铸
造有限公司的闲置土地
和闲置厂房，计划总投
资 5亿元，新上高档纺织
面料织造项目。

高档纺织面料织造
项目分三年实施，公司
对厂房进行了改扩建，
改扩建的厂房总建筑面
积 50000 平方米。在新
亚特纺织公司改扩建期
间，南沈灶镇经贸中心、
村建中心、供电、供水等
部门为其提供了一流的
落户服务，营业执照、立
项批文、环评报告、不动
产权变更手续等全部办
结，公司自建的污水处
理设施也已安装到位并
投入使用。由于是利用
闲 置 厂 房 进 行 改 扩 建
的，缩短了基建周期，项
目一期很快建成投产，
实现了当年改扩建、当
年投产、当年受益。

2019 年 ，新 亚 特 纺
织科技有限公司又拆除
了原来的旧厂房，实施
二期三幢共 33000 平方
米的厂房建设。这三幢
厂房建成后，公司将添
置 1500 台高档织机，其
中喷水织机 1000 台、日
本进口喷气机 500台，并
且 配 置 精 编 机 100 台 。
明年二期投产，预计年
产 2.1 亿米高档面料、出
口率 95%，同时启动三
期工程，厂区西侧旧厂
房 的 改 扩 建 工 程 。 到
明年，这个曾经杂草丛
生的“僵尸”企业将凤凰
涅槃、浴火重生，成为年
销 售 超 8 亿 元 、利 税
8000 万元的规模骨干企
业。

枯木逢春，“清”旧
“换”新。南沈灶镇党委
政府抓住“三项清理”契
机，把闲产招商作为着
力点，摸清家底，排出名
录，聚力突破。今年中
拓、麦壳等企业相继被
顺利盘活，随着一个又
一个闲产的重启，南沈
灶镇的工业经济阔步迈
上 了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轨
道。

枯木逢春花正开
——南沈灶镇

推进“三项清理”见成效

高国富 朱进成 夏素红

头灶镇川港村自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以来，除组织
全村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有关理论知
识外，还把工作着力点放在就业和土
地流转方面，助力百姓增收致富。

川港村共有 9 个村民小组，其
中涉及 3个村民小组农户的土地被

镇工业园区征用，为确保这些农户
失地不失收入，该村紧密联系村两
委会工作实际，组织党员干部主动
深入失地农户家中，了解有劳动能
力成员的具体情况，同时联系镇园
区企业了解用工需求，做好供需对
接，解决企业用工难和村民就业难，
千方百计增加村民的务工收入。仅
9、10两个月，川港村就协调服务18

人到园区企业上班就业，累计协调
65 人到园区企业上班，增加了失地
农户的家庭收入。

川港村外出务工经商人数较多，
家中承包地都是留守老人种植，村组
党员干部主动到户宣传引导，进行土
地流转，实现规模经营。仅10月份，
该村就为二组 38 户农户流转土地
170亩，村统一按招标程序发包给大

户承包，农户与村签订土地流转合
同，村与承包大户签订土地租赁合
同，切实解决了“老人种不动地”的实
际困难。

农户张银权称赞说：“主题教育
让村里的干部更凝神了，做工作真心
实意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和我们老百
姓的心贴得更加紧了。”

川港村：为民服务解难题 助农增收践初心

刘进涛 杨阳 张珺斌 文/摄

“木棉喜暖在南方，桦树耐寒守北
疆……”新农小学二年级的学生一边
大声诵读诗歌，一边排着整齐的队列
走出校门。对于这群孩子来说，愉快
的周末来了，而对于二年级的班主任
蔡中卫来说，忙碌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在学校门口和一些接孩子放学的
家长简单交流了学生情况后，蔡中卫
就和王子轩一起步行回家了，今天他
的任务是给王子轩辅导功课。

五年前，刚从盐城师范学院毕业
的蔡中卫来到三仓镇新农小学，当起
了一名语文老师。在工作一段时间之
后蔡中卫发现，所教的学生很多都是
留守儿童，跟着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爷
爷奶奶在照顾孩子这方面做得很好，
但是对孩子的功课辅导不够到位，有
的爷爷奶奶甚至连孩子的功课是什么
都不知道。于是，蔡中卫开始着手调
查班级学生的家庭环境。经过一段时
间家访后，他发现，班级的大部分孩子
都来自于学校周边，路程离学校都很
近，哪怕是较远一些的孩子，从学校骑
电瓶车10-15分钟也就可以到达了。
自此，蔡中卫又多了个身份——家教
老师。

他利用周一到周五的放学时间和
周六周日的空闲时间给需要帮助的学
生免费辅导功课。“让他们学得更好一
点，考分更高一点。”这是蔡中卫的想
法。忙起来的时候，他会把备课笔记、
手提电脑拿到学生家里去，一边备课，
一边帮他们辅导功课。五年来，蔡中
卫陆续辅导了二十多名孩子。去年，
蔡中卫教四年级的时候，有个学生语
文期中考试只考了七十多分，蔡中卫
几乎每天都帮他辅导，经过两个月的
努力，最后期末考试考了86分，蔡中
卫感到很欣慰，几个月的心血没白费。

说起给孩子免费辅导的初衷，蔡
中卫有着说不完的感恩。在他的学习

成长过程中，遇到了很多的好老师。
小学、初中、高中甚至于大学里面都有
很多老师给他关心。因为他本身也是
来自于农村家庭，家庭条件不好，爸爸
妈妈在他小的时候只能把他背在身
上，收稻子、收麦子，邻居们看到都很
心疼，经常喊他到家里吃饭、玩耍。长
大以后上学了，附近有的邻居也是老
师，也都关心他、辅导他。到了高中之
后，遇上了高三的班主任，对他更是关
爱有加，从衣食住行到学习成绩再到
心理辅导，帮他减轻高考的心理压力，
最终成功考取盐城师范学院，实现了
自己儿时的梦想。

自此，一颗用心教书育人的种子
在蔡中卫的心里生根发芽。工作以
后，他本着给学生爱和温暖的教学理
念，陪伴着学生一起成长。不会没关
系，一个字词他可以教20遍、30遍，甚
至是 100遍，直到学生弄懂为止。这
份耐心在对待学生的同时，也影响着
家长。周乐雨的妈妈感触颇深。虽然
和蔡老师才接触几个月，但是蔡老师
教孩子的耐心和细心，对她触动很
大。以前，她给孩子辅导功课时，讲几
遍还不懂时，脾气就上来了，骂是常
事，急了就会动手打几下屁股。后来，
蔡老师上门给孩子辅导功课时，她就
在边上看，老师一遍又一遍的，轻声细
语地教导孩子，让她深受感动，也慢慢
改变着自己的教育方式。现在，给孩
子辅导功课时，气氛非常和谐，孩子也
会主动提问了，学习习惯也变好了。

“当老师是我从小的梦想，现在我
已经实现自己的梦想。我要在这个岗
位上尽自己所能做到最好，让更多的
农村孩子在成长道路上出彩。”蔡中卫
说，这就是他的初心。他将自己的爱
和温暖传递给学生，让他们知道，在遇
到困难的时候，有很多人在帮助他们，
从而，在孩子们心底种下一颗爱和善
良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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