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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5 日袁我区对开展 2019 年野送温暖窑献爱心冶活动进行了
动员部署袁11 月 16 日袁区烟草专卖局的干部职工就率先行动袁第一
家向区慈善总会送上了 9 万元的慈善捐赠款袁揭开了野慈善一日捐冶
的序幕遥我们希望社会各界立即行动起来袁迅速投身到 2019 年野送温
暖窑献爱心冶活动的热潮中来遥

大力发展慈善事业袁是调动社会资源解决困难群众生产生活问
题的一条重要途径袁对于促进城乡之间尧地区之间尧民族之间的和谐
发展袁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袁最终实现全体中国人民的小康袁
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作用遥

近年来袁我区的慈善事业虽然取得长足进步袁对改善社会困难
群体的生存状况袁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和公平正义发挥了积极作用袁
但仍任重道远遥 据不完全统计袁 全区现有城乡低保对象 16376 户尧
34049 人曰低保户内残疾人 5243 人曰另外还有患白血病尧尿毒症等因
病因灾致困的群众近万人遥 根据叶慈善法曳和叶江苏省慈善条例曳及民
政部对全国爱心城市要求和考核指标袁目前我区仍有较大差距遥

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袁是民间的事业袁也是我们政府及政府
部门义不容辞的职责遥 从工作职责出发袁一方面要做好减法袁无论是
落实减免税政策袁还是鼓励兴办慈善组织袁都要求政府部门简化程
序尧做好服务曰另一方面要做好加法袁加强对慈善组织和慈善活动的
监督管理袁让慈善组织募捐活动尧财产管理尧信息公开更加规范袁用
法治涵养慈善组织的公信力遥 明确政府与慈善组织的角色定位袁实
现良性互动尧相得益彰袁就能为慈善事业发展注入不竭动力遥

慈善事业是一项社会性事业遥 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袁有赖于慈
善组织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袁 既需要慈善组织严格规范行为尧强
化行业自律尧加强信息公开袁也需要每个单位尧每个组织尧每一个人
都能传递爱心尧参与慈善遥

慈心为人袁善举济世遥 让我们每个人的爱心充分涌流袁让宝贵的
慈善资源在扶贫济困中得到充分利用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
全体人民袁让我们以实际行动参与慈善捐赠袁引领慈善风尚袁倡导人
间真情袁为建设野幸福和谐首善区冶再作新贡献遥

本报讯 11 月 16 日，全区“送温暖、献爱心”活动动员大会第二
天，区烟草局委派专人到区慈善总会捐款 9 万元，成为全区首家参与
2019 年元旦“慈善一日捐”的单位。

近年来，区烟草专卖局积极参与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每年年底
在向上级呈报年度计划时，都将慈善等公益项目列入重点内容，争取
主管部门支持。在他们的努力下，慈善捐款由 2017 年的 2 万元上升
到今年的 8 万元，2019 年又增加到 9 万元。

渊迟 轩 孙士芹冤

本报讯 渊记者 严曼曼 通讯员 卢佳永冤
今年以来，朱桥镇紧扣“发展、稳定、民生、党建”
的工作主线，主攻项目、强化招引、做优载体、保
障民生、创新党建，各项工作取得新业绩，实现
了朱桥综合实力新跃升和整体工作新进位，推
动了“实力朱桥、富裕朱桥、美丽朱桥、和谐朱
桥”的高水平建设。

主要经济指标稳中快进。2018 年，该镇预计
实现工业销售 13.56 亿元、利税 6740 万元，分别
占年目标任务的 112%和 126.3%，其中可实现列
统企业开票销售 6.2 亿元、入库税收 2623 万元，
分别占年目标任务的 106.8%和 120.3%；实现招
商引资到位资金 12960 万元，占年目标任务的
108%；实现财政公共预算收入 2720 万元，公共
财政预算收入上划数 2370 万元，分别占年目标
任务的 107.9%和 114.3%。

招商和项目建设持续突破。今年该镇新签
约项目 11 个，其中新引进签约投资 2000 万元以
上重点项目 7 个，分别是优速快递、华淮建材、
厚荣电子、美欣塑胶、亿隆羽绒、优耐德纺织和
美欣机电等项目；新开工项目 5 个，分别是亿隆
羽绒、优耐德纺织、辉鸿高分子、依莱欣服饰和
浩天宇羽绒等项目；计划竣工项目 6 个，分别是
鸿富瀚科技、亿隆羽绒、优耐德纺织、辉鸿高分
子、依莱欣服饰和浩天宇羽绒等项目；有价值重
点信息 2 个，分别是总投资 1.6 亿元的上海华明
电力项目和总投资 1.5 亿元的乐享电子项目。今
年，该镇已经成功引进总投资 2000 万美元的优
速快递项目，实现了亿元项目的新突破，为工业

经济大发展积蓄了后劲。
乡村振兴快速推进。该镇积极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共落实财政“一事一议”奖补项目 7 个，
涉及 7 个村（居），总投资 219.3 万元；绿化工作
全镇共植树 360 亩，完成了朱季路和南三支、北
四支绿化示范带建设；结合省投市投农业综合
开发项目建设，该镇农田水利共疏浚沟渠 917
条，完成土方 564.2 万方，并新建桥涵闸等水利
配套建筑物 780 余座；实施了高效设施农业项目
7 个，围绕“一带四园”的农业发展思路，快速推
动土地流转，全面打造了朱桥“一村一品”的高
效农业发展格局。

脱贫攻坚工程高效实施。该镇围绕“扶好组
织强引领、建强项目带致富、改善民生促发展”
的工作要求，强势推动扶贫开发工作的高效开
展，共实施了总投资 1060 万元的 7 大类 11 个扶
贫项目，石塘村、孙杨村和新华村 3 个省定经济
薄弱村均已提前实现了新“八有”目标。石塘村
高质效开展“党建引领、一点五试”农村综合改
革试点项目，提升了农村党建引领和产业扶贫
新水平，并为全区农村脱贫、富民、壮村，提供了
一条可复制的乡村振兴之路。

城镇化建设取得新进展。该镇坚持镇区“北
扩东进西联”的发展方向，重点实施了三项重点
工程。镇村道路升级改造工程，先后投资 220 万
元，对北二支、南二支和盐矿路等道路维修改
造，建成了朱桥交通循环的大动脉；整体形象提
升工程，按照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标准和要求，积
极实施集镇绿化、美化、亮化、硬化和净化“五
化”工程，着力扮靓朱桥集镇，增强该镇对外引
力；集镇管理创新工程，积极调优配强集镇管理
队伍，加大城镇管理执法装备完善配套，着力提
升集镇建管水平。

本报讯 渊记者 严曼曼冤
11 月 15 日，2019 年全区“送
温暖·献爱心”慈善捐赠动员
会在区公共卫生服务中心三
楼会议室召开，区长施恩佩，
区委副书记、常务副区长颜
复，副区长、区公安分局局长

陈明中，区慈善总会会长王国权参加动员会。
我区“送温暖、献爱心”元旦慈善一日捐活动，已经持

续开展了 11 年，累计募集善款 1.34 亿元、救助困难人员
5 万多人，在安老、助孤、扶贫、济困、助学以及临时救助等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效化解了政策层面无法解决的
许多矛盾难题，有力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有效
实现了城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让人民群众更有获得感、
安全感和幸福感。

施恩佩指出，慈善事业是一项全民的事业。大力发展
慈善事业，广泛普及慈善文化、弘扬慈善精神、宣传慈善
典型，激发社会各界参与慈善事业的热情，对构建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全区上下必须认真开
展好这项工作，充分展现全区广大党员干部职工的惠民
情怀，展现古城淮安新时代、新作为、新风貌、新业绩。

就做好 2019 年慈善捐赠活动，施恩佩要求，要提升认
识，增强行动自觉。慈善事业是弘扬崇德向善的重要方
式，是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抓手，是实现精准脱贫的重要
保障，各级党员干部、机关单位职工、社会各界人士要积
极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全面提高慈善意识，积极参与
慈善事业，扎实开展慈善活动，让慈善事业成为做公益、
献爱心、传美德的重要方式。要多措并举，汇聚组织合力。
要宣传有力，结合文明城市创建宣传工作，充分利用电
视、报纸、大屏幕、标语等载体，扎实搞好宣传推广工作，
全面普及慈善理念，让慈善活动、先进事迹、宣传信息“人
人皆知”，全力营造慈善活动氛围，让更多的集体单位、个
体代表和社会阶层主动参与慈善事业，把“一日捐”办成
顺民心、合民意的善行善举。

施恩佩强调，各责任单位要立足讲政治、顾大局、惠
民生的高度，严格按照职责分工，相互配合，密切协作，全
力将各项任务落实到位，确保元旦现场集中捐赠活动圆
满成功。要程序规范，认真吃透相关法规精神，依法开展
募捐活动，并严格按照上级的规定和程序，将善款用于困
难群众的救助，自觉接受审计和群众监督，确保善款使用
公开透明、用得其所、见到实效。要强化组织统筹，扎实抓
好各单位募捐工作的指导、协调、督促和推进，同时，尽早
谋划，提前安排，抓好调查摸底，制订救助计划，实施精准
救助，真正把有限的善款用在“刀刃”上。要强化责任落
实，各镇（街道）、各部门单位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不断
完善推动慈善事业发展的措施，充分激发机关党员干部
慈善捐赠的积极性。要强化社会参与，企业家要继续更加
主动、更加勇敢地承担起社会责任，积极投身慈善事业，
提升自身社会价值，为社会和谐发展多做贡献。

颜复对过去一年全区慈善募捐情况作了总结回顾，
就 2019 年“送温暖、献爱心”慈善捐赠活动发出了倡议。

区烟草专卖局
率先捐赠9万元

本报讯 近年来，淮安苏食肉品有限公司不断
加大投入，依托高科技，着力打造从冷鲜肉到“深
夜食堂”菜，增强了产品市场竞争力和覆盖面，成
为长三角地区最负盛名的肉品加工生产企业。

从菜场走向餐桌

步入苏食的生产车间，就会被其现代化生产场
景深深震撼。在机器的奏鸣下，畜禽肉被分切整齐
如骰子，滚入极寒之链的下一环。车间的另一头，
一只只金黄的小排从锅中“出头”，在和卤汁、配菜
完美配比之后，静待送往餐桌。这里，是淮安苏食
肉品有限公司投资 2.5 亿元打造，全国最先进的肉
类中央厨房生产线之一。

在这里，一个显而易见的变化是“从生到熟”。
一个后腿、一条大排，被进一步分切成为肉丁、肉
片、肉块……这样处理的产品叫做分切品。机器切
割比人工的更规范、标准，且效率更高、成本更低，
帮助消费者免去了切割等前道处理加工过程。因
此，“从生到熟”一度是苏食的大卖点。

更令人耳目一新的做法是，在分切品基础上，
苏食还制作腌制好的牛排、调理好的饺子馅，消费
者买回家只需简单加工就能食用。这种调理产品
也成为苏食热销的创新产品，它暗含着企业的核心
战略理念，即餐饮企业的服务再升级。

眼下火爆的中式菜肴则是苏食产品创新的
另一种“打开方式”。他们给这类快速制作的宴席
菜肴命名为“苏食一桌菜”，雪菜炒肉丝、老母鸡
汤等大菜都能在这条产品线上制作出来。“便利

的单人份”“快速加热”“开袋即食”———“苏食一
桌菜”实现了菜肴烹制的简单化、清洁化，让人们
在楼下的超市就能找到“深夜食堂”式的即食美
味。

用科技提升口感

标准化生产让一切看起来有条不紊，整个生产
车间的现代化生产水平，以及其精细打磨程度，可
以说放在国内乃至国际上都是高水平的。且不说
整个车间内，由中央系统控制的消毒系统以及可以
从高空对空气进行消毒的移动式高空消毒设备，仅
仅从原料进车间到解冻这一系列的生产线，都有严
格的规范和科学的设计。

淮安苏食肉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天成表示，
科技设备的引入是现代化生产的核心。比如说，微
小的误差不会决定食品的健康，却能够决定菜肴
的味道。为此，公司引进了“高湿低温解冻系统”
这一国外最新技术。这套价值上百万元的进口设
备，能将肉汁液流失率控制在 2％，而用常规解冻
方法肉汁液流失率超过 ５％。对肉汁液流失率的
精准控制，决定了肉放入口中那一瞬间的微妙口
感。

再比如，对那些需要预先腌制的食品，每台
170 万元的盐水注射机就能派上大用场，它可以有
力保证注射的准确率和均匀度。再有，一个小时可
以处理 2 吨肉的切丁机“刀工”独特，工作起来令
人眼花缭乱……难以想象，这些价格不菲的机器仅
仅是为了增加入口的美味感觉。

野新零售冶反向驱动

淮安苏食的车间高科技
“配置”，引起许多企业关注。
大润发是其中之一。今年，在
被阿里控股之后，“新零售”这
个曾经看起来距离生鲜行业
很遥远的词，一下子摆到淮安苏食眼前。

刘天成认为，新零售就是适应新消费形式的一
种销售方式。“过去，人们去买一块猪肉，剁多少，
买多少，不需要考虑太多。现在我们做网络零售，
必须考虑用户习惯，考虑单件分量，以及一个家庭
一次消费的量。这不只是定量这么一个简单的变
化，实际上，因为种种原因，整个操作流程和冷链
运输的难度，将大幅提高。比如肉丝、肉块与空气
的接触面积增大，保质期就会极大缩短。”

怎么办？只有在两个方面下功夫。一是更加频
繁的酒精消毒，二是进一步降低车间温度。“光是
这两点的投资就花了 3000 多万元。”现在，“鲜品冻
做，冻品鲜销”的理念，配合强大的物流支持，一方
面确保了产品有足够长的保质期，另一方面也确保
了产品在尽量短的时间内送到消费者手中。据了
解，大润发已经给淮安苏食下了指标：华东区 180
多个门店，须在 5 月底全面铺开。

在打通生与熟的壁垒后，苏食还将继续沉向市
场，甚至去触摸“向下的餐饮链”。“过去做的是生
鲜，是肉食专柜，现在我们有能力开辟档口，提供
标准化菜肴，既可以提供堂食，更鼓励即取即走。”
刘天成说。 渊冒易宣 田 园冤

让慈心善举 成为
每个人的自觉行动

本报评论员

本报讯 11 月 12 日，省农业农村厅公布
335 家农民合作社为 2018 年江苏省农民合作社
示范社，我区锐农农机专业合作社、士芳农机专
业合作社、永贵农机专业合作社、田之源花木专

业合作社、领湖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创联种植
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马超农机专业合作社
等 7 家农民合作社入围。

淮安凡之晟远大住工于去年 5 月 18 日开工建设袁到
今年 5 月 18 日历时一年袁正式投产遥一期设备总投资 1.03
亿元袁装备 5 条标准 PC 生产流水线袁1 条钢筋自动化生产
线遥 目前业务范围已经覆盖淮安尧扬州尧盐城尧宿迁尧徐州尧
南京等地袁签约生产项目 4 个袁合同额达 1 亿元袁正在推进
的生产项目有 13 个遥 王 丹 摄

淮 安 苏 食 肉 品 有 限 公 司

依托高科技打造从冷鲜肉到“深夜食堂”菜

我区 7家农民合作社入选省级示范社

紧扣工作主线 突出重点重抓公益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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